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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勸人以口

百世勸人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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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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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誠》、《圓我融群》、《智圓德方》、《揚善圓道》、《靈靜性圓》、《心止一境》、《實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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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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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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人，心要空，勞勞碌碌苦無窮； 

成易敗，少轉翁，世態無常若夢中。 

利藪名場埋俊傑，愛河苦海喪英雄；

急求道，早加工，跳出迷途四路通。⋯⋯

修道人，心要安，休言容易莫畏難；

寒添服，飢加餐，調和身體煉金丹。 

果滿自然超上界，功圓必定透雲端； 

收圓早，普渡寬，同登彼岸大眾歡。

今天我們既然要修道，

就要把心真真實實地，

從「心空」一路到「心安」，

一個「空」、一個「安」，兩個字修圓滿了，

一定心寬體胖，一定每天開開心心！

P.4《修道真言煉金剛　心空心安上慈航

──2022年全台青少年輔導成長營》

P.12《火裡栽蓮》

修道要經千錘百煉，

人間修道像火中栽蓮。

行盡世間天下路，惟有修道不誤人。

順逆境視為平常，亂世中把握方針。

承擔辛苦，菩薩化身先做眾生馬牛。

祝福每位同修在修道的路程中，

都能「千魔不改其心，萬難不退其志」，

真正能夠「火裡栽蓮」！

P.23《堅志持愿》

P.41《《道德經》第十七章　變道章（知有章）（上）》

無為而治不是掌控，不是督促，

不是享有名利與權威，

而是一切隨順自然，

讓眾生各自的明理，能明理定能自治，

大家若能夠自治，天下就必是太平安定，

呈現一片祥和之氣。

 如此才是真正的

治國、治家、治身、治心之道呀！

堅定目標　保持原心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志之所在　無堅不摧

渡河跟船　修道跟盤

求道修道　玄祖沾光

術流動靜　難了生死

實踐佛心　方證佛果

研理達道　悟理真修

自我惕勵　同心同德

一人愚迷　萬人同墜

化阻為助　貫徹始終

天上果位　人間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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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s from Bo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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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e leave behind after our death is 

our spirit and memories for those who 

have known us, which can be valuable and 

meaningful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Buddhas often kindly remind cultivators that 

experiencing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should not 

derail cultivators’ path to continue the journey 

of cultivation. It is because of the cultivators’ 

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ce.

P.71《Memories Valued》

P.68《RESILIENT CULTIVATION》

This story not only shows u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telligent and reacting swiftly, but also 

shows u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alm and 

tranquil.

P.73《The Clever General》

P.56《不變隨緣》

「愿」如同大石頭，千秋不變的東西。

「愿」是思厚不爽，恭敬謹慎，

堅定不移的約誓，

歷久不衰，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

每一條愿就如每一塊石頭，

築成一座止惡防毒的城堡，

守愿如同守城，

但守愿並非一面倒地苦守，

所謂不變應萬變，

以不變的愿應萬變的境。

請小心你的一念，

你不是行功就是造罪！ 　

小貪不防，大過必成。 　

不必太在乎自己的感覺，

而要多在乎別人的感受。

用「智慧」來明辨，用「隨喜」來應對。 　

用一顆真心去行，才能換得真功德。 　

用最高的標準來展現自己，

用最大的勇氣來面對考驗。

P.60《心靈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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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點傳師、各位青少年輔導成長營的

同修，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能在這麼遠的地

方，卻好像是在家裡一樣，這是時代的進

步，把距離拉得好近，所以心裡好開心。

今天我們要談一談，談什麼呢？談談我

們一個修道人是不是要講真話？做事要實實

在在？這個問題對我們很重要，就是修道人

講話要真心真意，實實在在講真話。尤其在

我們道場，從年紀小一直到老，都是要聽老

師的話，因為老師已經成佛，他的一言、一

語、一動雖然看起來是裝傻、鬧笑，可是卻

讓我們眾生懂得：在苦惱中要開心。所以今

天我要講一講我們修道人應該要怎麼做。

修道人，心要空，勞勞碌碌苦無窮；

成易敗，少轉翁，世態無常若夢中。

利藪名場埋俊傑，愛河苦海喪英雄；

急求道，早加工，跳出迷途四路通。

這個用在哪裡？用在我們的心。我們的

心要空，你心不空就是跳不過去。因為你的

心不空，裝滿了好多勞勞碌碌、痛苦無窮的

事，就算是一件事情好不容易要成功了，結

◎前人慈悲

◎編輯組整理特
稿

修道真言煉金剛
心空心安上慈航
──2022年全台青少年輔導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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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會失敗。本來事情很簡單，年輕時候要

做的，拖拖拉拉也變成像我一樣了。我記得

我十幾歲修道，但是沒有幾年，問問自己幾

歲了？九十五歲了，實在差得太多。在這世

界上勞勞碌碌，哪一天可以休息呢？是不是

苦得不得了？本來非常成功的，但是轉一個

時間，不小心就變成失敗。世界上一切的情

境都是無常的，有如做夢一樣。好像我九十

幾歲，就算十歲開始懂事，到現在也八十幾

年了，這八十年好像做一場夢一樣。

在這種種名利、恩愛、苦惱當中，埋葬

了多少豪傑，能夠出人頭地的能有多少？在

世界上你看看，愛河苦海，這個愛變成河

了，並不是有利於我們，實在是很苦很苦，

好像是苦海一樣的，許多的英雄好漢都被這

苦海淹沒了。利藪就是有窮有富，財富一下

子得到，一下子失去，人生短暫，愛河苦海

損失了好多的英雄豪傑，好多能夠做事的

人，也就這樣糊里糊塗地來、糊里糊塗地

去。所以這樣子想一想，應該要快點求道─

求道就是修道，就是找一個好的出路，讓我

們不要埋沒在苦海裡；人生要有意義，才有

成果，不要在世界上醉生夢死，不要什麼都

沒有，就這樣糊里糊塗去了，下一世投胎又

來了，實在太可惜。

因此，我們要跳出這個愛河，不要埋沒

在裡面，要好好加工─增加修道的時間和速

度，方才可以跳出迷途，方才可以四路八向

都通達，所以求道、修道很重要。

修道人，心要閒，休將凡事積心田；   
貪嗔罣，恩愛纏，喪卻殘生是孽緣。

兩手撥開迷人網，一腳跳上護身蓮，

登彼岸，上慈船，透出虛無天外天。

修道人的心要空閒一點，不要太忙。我

們早上一起來：快點快點！吃早餐，七點就

到了；中午也是快，晚上也是快，睡覺也是

要快，什麼事都急急忙忙的，沒有那麼平平

靜靜。其實不要把凡塵俗事堆在心中，就不

用那麼忙。在紅塵世界裡，如果心中堆滿

貪、嗔、癡、愛，掛念就多，恩愛相纏─好

的愛，不好的就是氣，纏來纏去，把我們的

生命變成孽緣，讓我們迷到老死，下輩子還

是迷，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叫你要修道，修道以後，快點用兩

隻手撥開這個迷人的網，一腳踏上慈船登彼

岸，快點跳出去，跳出去跳到哪裡？蓮花座

在等著每一個人，我們快點跳上去，不要錯

過機會，不要不捨得，要安安靜靜上到仙佛

的慈航法船，方才我們人生的痛苦、煩惱、

恩愛、有錢、沒有錢，這樣子的虛幻能夠跳

出，而登上好寬、好舒服的彼岸上去，這樣

才像一個修道人。所以修道人的心是非常清

閒的，沒有那麼多煩惱。

 

修道人，心要強，逃出牢籠躲無常；

開利鎖，脫名韁，捨生伴死上慈航。

一拳打碎癡呆膜，雙劍剖開愛慾鄉；

學鐵漢，煉金鋼，看破虛花夢一場。

 

我們作為一個修道人，應該要怎麼樣

呢？心腸要堅強一點，堅強什麼呢？要從牢

籠裡跳出去，躲過無常，把名利鎖打開，不

要把自己鎖在這個名利場中；我們不要怕生

死，我們要上慈航，一拳就打碎這個痴愛的

膜，為什麼？因為我們太痴、太糊塗了；在

這種環境中，心要讓它快點堅強起來，把種

種痴愛打碎，把智慧的寶劍拿出來，斬斷愛

慾苦鄉；要學鐵軍好漢，要煉金剛之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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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世間。你看到嗎？再好看、再漂亮的花，

也不過是一場夢而已。所以我們要看破，不

要像曇花一現。 

 

修道人，心要明，訪拜明師要虔誠；

求解脫，了生死，採藥煉丹有定評。

拜問性根歸寶地，跪求妙道煉元精；

道看重，師莫輕，不忘根本易修成。

　　

我們做一個修道人，心要明明白白，不

要糊里糊塗，不要有貪嗔癡，不要有其他的

妄想，訪拜明師要非常地虔誠。你若不虔

誠，為名、為利，或者有什麼作用，那是求

不到明師的。訪拜明師一定是要虔誠地表現

出自己修道的心，那才可以。我們修就是為

了人生的煩惱、人生的痛苦自己解脫不了，

所以要了我們的生與死，因此修煉一定也要

真真實實的。採藥煉丹是功夫、是修行，煉

得不對、不能肯定的話，那就要走錯路；所

以才要「求明師」，指點自己的性、自己的

根在哪裡，是要跪下來求的。所以我們修道

又叫求道，教我們要重道、要尊師，不可以

看輕。一個人如果不忘掉自己的根本，就容

易修成功。

 

修道人，心要低，低心下氣敬三師；

求指示，絕猜疑，虛心受教事事知。

參求剝復通消息，講究乾坤運轉移；

抽添妙，顛倒奇，講明火候是根基。

 

修道人要低心下氣，尊敬三師。我們是

一個修道人，心要低，不要認為自己了不

起：我要做菩薩、我跟人家不同的！你要知

道：你現在還沒有成菩薩的時候，心一高，

什麼都沒有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低心下

氣，能敬三師（道場「上三師」：祖師、師

尊、師母；「下三師」：點傳師、引師、保

師），方才可以成功。

人生在世界上，要能經得起考驗，這種

放下的火候功夫是修道的根基，修道第一步

的功夫就是這樣。這「剝、復、乾、坤」就

是卦名，我們有好多煩惱、好多痛苦，都需

要用這些卦的道理來化解，變得順利、變成

絕對。世界本來就是相對的，有剝、有復、

有乾、有坤，方才能夠圓滿，這就是「相

對」的妙用。所以相反也是相成，相成也是

相反，最好與最不好的互相配合，就能達到

圓滿。人生在世就要如此虛心受教。要知

道：「接受」與「放下」的火候功夫是修

道的根基，所有是非善惡、富貴貧賤、稱

譏譭譽，都要能經得起考驗，這是很重要

的。如果我們什麼都受不了，遇到不順心

就來個一言半語，可能馬上就要發生不好

的後果了。

 

修道人，心要超，超群拔俗出塵囂；

宜守戒，莫逞刁，惹下罪孽禍難消。

積善修因功自得，毀齋破戒罪難饒；

急惺悟，學逍遙，脫殼歸西上九霄。

 

我們是一個修道人，這個心要超然，不

要太在意凡俗的事，要能夠跳脫這個世界的

紅塵煩惱。怎麼做呢？我們要守戒，凡是不

該做的事，我們一定要守住，不能去做，碰

都不能碰；做事講話也不可以樣樣刁蠻不講

理，否則留下來的罪孽與災禍，自己是沒辦

法消除的。要多做善事，積功累德；千萬不

要破戒，一個人要是吃齋或守戒，卻在無意

中毀齋破戒，戒力破了，這個罪孽是很難饒

你的，你自做自受，自己受罪。所以要快點

快點醒悟，我們不犯毀戒，就沒有罪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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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煩惱來鎖住我們，可以得到逍遙自在─好

像身上的包袱脫掉了，就可以上西天了。

 

修道人，心要高，紅塵看破掃塵勞；

勤修煉，勵節操，脫離煩惱出牢籠。

五蘊皆空真自在，六塵不染是英豪；

脫胎襖，換仙袍，超出三界樂陶陶。

 

我們修道人的心要高，高在哪裡呢？要

看破紅塵。紅塵多麼大、多麼廣、多麼煩，

我們的心志要高，把紅塵所有的一切看破。

現在我們學道就是剛剛開始，看到紅塵什麼

事情、什麼煩惱、什麼痛苦，我們要明白、

要能夠了解：這件事對我有益？還是有害？

要看清楚，時時刻刻修煉這個功夫，跳脫紅

塵，守住你自己的節操，方才可以跳出煩

惱，脫離鎖住自己的牢籠，達到五蘊皆空─

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要把五蘊變

成真空自在，還有六塵─色、聲、香、味、

觸、法，這些都是煩惱，都不要被污染。面

對所有的境，我們都能清楚明白，這樣我們

的意念就能跳出三界，成仙作佛，快樂的不

得了。

 

修道人，心要奇，廣行方便任施為；

通權變，達時宜，行持舉動學慈悲。

積功累德終無怠，見性明心定有期；

開智慧，破愚痴，千變萬化少人知。

 

所以修道人的心要「奇」，這個「奇」

是什麼呢？捉摸不到的，意思是要你廣行方

便。我們修道是要隨機應變的，要通權達變

─到這個時候我們就做，不是這個時候我們

就不做。一舉一動要學慈悲，慈悲心就是有

耐心、有溫柔心，這樣方才可以積功累德，

終身行持，永遠不會偷懶，永遠是勤儉的。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來修持、來學慈悲，就可

以見到我們的天性，明白我們的心，一定有

希望開智慧─不是用腦子去思考、思想，一

開了智慧就沒有愚痴了，一開了智慧就能千

變萬化，這種智慧是走向善愿的，這種奇妙

的功夫是沒有人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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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人，心要真，斬金切鐵別紅塵；

耐困苦，受艱辛，受得磨難是原人。

任憑浪起風難定，穩坐慈航心是純；

功成滿，道德伸，丹書下詔接陽神。

 

我們大家都是修道人，大家想想看：自

己的心真不真？心真的人要成怎樣呢？斬金

切鐵─金可以切、鐵可以斬的，對紅塵沒有

一點留戀。大家金斬得斷嗎？鐵切得斷嗎？

我們的心要真有這樣的功夫，才有真的成

果。但是斬金切鐵是用什麼功夫去磨練的？

要耐住困苦，要受著艱辛，受得住磨難，方

才是原人。不管怎樣變化，你都要受得住，

不要受到一點點不如意就氣死了、就不願意

做了，這是我們後天的煩惱。要任憑風大浪

大，你都能隨風避浪─它要來就來，要去就

去，你好像坐在慈航法船上，當下的心純潔

一片，依舊行功立德；到這個時間，你受過

磨難，你就是原人，功夫已經到家了，功圓

果滿，好像是接到上天的丹書下詔、準備來

迎接陽神那樣，你看好不好？

修道人：心要清。閒是閒非總莫爭；

遏六慾，絕七情，修行功莫發無明。

除盡皮毛心上病，保全溫厚意中誠；

愩高化，意氣平，總無障礙自然成。

 

世界上的人就是這樣，我們的心本來很

清很靜，但是為了喜歡管閒事、喜歡管是

非，你就煩惱了，你就會常常問：「這是講

哪一個？」「這是講誰？」所以要從七情六

慾下手。七情六慾就是從我們的眼、耳、

鼻、舌、身、意來的─耳朵要聽、鼻子要

聞、舌頭要嚐味道、身體要舒服，還有意

念，這許多都是我們身體上的慾望，而造成

喜、怒、哀、樂、愛、惡、慾的七情，這些

都會造成煩惱。好像我剛剛肚子餓，你們拿

一碗飯來給我，我自然心裡開心得不得了─

「哎呀！你怎麼知道的？」你看，這個病多

快，每個人都有的，「喜、怒、哀、樂、

愛、惡、慾」哪一個沒有？我修道這麼久，

我都不敢講可以修到沒有，還是會：一聽到

好聽的話，「嘻嘻！」笑出來；聽到不好的

話，走開一點，不要聽，統統是這樣。這些

七情六慾，是我們人生好容易染上的，很難

戒得掉。但是我們要知道：七情六慾就會引

發我們種種的無明與脾氣毛病，而修行人的

功夫就是要修到沒有無明、除掉這些毛病，

修到你一點毛病都沒有，這就是功夫了。所

以修道的心一定要非常之清靜，方才可以戰

勝任何一個境界。

修道人，心要和，莫結冤仇免受磨；

三自反，兩平和，一團和氣盡包羅。

若掃三心真古佛，能飛四相即彌陀；

好緣法，莫蹉跎，廣結良緣納福多。

 

我們大家都是修道人，但是你的心和不

和呢？我想很難，一個人處世，天天張開眼

睛就要「以和為貴」，一直到晚上睡覺也是

「以和為貴」─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和，好的

地方就是和。所以說「修道人，心要和」，

你不要結冤家仇恨，免得你自己受磨難。

「三自反」就是「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你不反省自

己、不去親近人，你的仁愛就談不到了，沒

辦法幫助到這個人。

所以我們做人真的是要一團和氣，很重

要的。要能掃除你的三心四相─什麼是三心

呢？現在心、過去心和未來心；什麼是四相

呢？人相、我相、眾生相、壽者相。三心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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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掃除，當下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可

以處事助人，大家相處在一起，就能一團和

氣，你就能廣結善緣，福報也會越來越多。

 

你看，現在這個煩惱痛苦已經逼到眼前

了，每個人都沒有一個知己，你不信我、我

不信你，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們的心不

和，喜歡結怨結仇，要受這許多的磨難，這

個是很自然的事。如果說修道人怕這個、怕

那個，有了這樣、又要那樣，怕了這樣、又

怕那樣，還叫修道人嗎？所以你的心要常常

定定的，肚子餓，有什麼吃什麼，忍耐；有

什麼衣服，就穿什麼衣服，不去比較，心自

然就能滿足；你自己滿足了，就沒有煩惱，

你不要又想這樣、又想那樣，自己給自己帶

來煩惱痛苦。

修道人，心要安，休言容易莫畏難；

寒添服，飢加餐，調和身體煉金丹。

果滿自然超上界，功圓必定透雲端；

收圓早，普渡寬，同登彼岸大眾歡。

 

修道人「心要安」，這個很重要，一個

修道人如果心不安，還修什麼呢？因為「道

在悟心」，修道要先把自己的心安頓好，才

能悟出道理呀！所以遇到事情不要說「太容

易」，也不要說「難的不得了」，兩個都不需

要，心定下來去做就是了。道是很自然的，

覺得身上冷，就快點加衣服；肚子餓的時

候，快點去吃東西，讓心簡簡單單，把心安

好，不要亂動，調和好身體、煉好金丹，自

然能超出三界。你的功德一圓滿，自自然然

就能上天。因此，早一點收自己的圓，放寬

普渡眾生的路，大家同心同德，一起同登彼

岸，這是真正的功圓果滿。否則的話，如果

你的心不安，白天晚上都睡不著，做事也沒

有心，穿衣服也不合意，吃東西也不合意，

看人也不合意，你看，你的苦惱有多少？

以上這篇「修道真言」對我們修心、做

人很有幫助，它教我們不要講謊話騙人、騙

自己，也教我們修道人要把我們的心：第一

變成空；第二變得清閒，什麼事情都不要去

爭；第三要強，不要懦弱，不要虛無、一無

所用；再來要明明白白─你含糊的話就修不

成；而且心要低，低心下氣，方才可以敬三

師，這是很重要；心也要超脫世間凡俗的一

切，能夠超群拔類，方才可以脫離這個紅

塵；我們要從凡人變成聖人、仙佛，我們要

能夠看破紅塵，掃除世間所有一切的煩惱痛

苦；還有心要奇、心要真、心要清、心要

和、心要安─世間的人就是沒有把自己的心

抓住、守好，整天不安，所以搞得自己都不

知道應該怎麼做；想要修，又辦不到；因為

不自修，要強也強不起來，要明白也無法明

白，要空也空不了。

今天我們既然要修道，就要把心真真實

實地，從「心空」一路到「心安」，一個

「空」、一個「安」，兩個字修圓滿了，一

定心寬體胖，一定每天開開心心！好，謝謝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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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潑天機隨方圓　　　佛心天佑育才賢

　　　　恩慈天賜班期煉　　　師護天使勇行虔　吾乃　　

　　活佛恩師　奉

命　　降至佛軒　參叩

駕　　諸徒定心　細聆吾言　　　　　　　　　哈哈止 
　　　　日月如梭去不返　　　幾個年頭徒否安

　　　　歲月頻頻催人老　　　正心修身力行虔

　　　　今日開班選修課　　　融入五常日用間

　　　　舉手投足方針定　　　學修講辦行坦然

　　　　從心出發正思惟　　　仁者愛人親親賢

　　　　心念可立山巔最　　　亦墜低谷涅槃淵

　　　　一念嗔恨妄心起　　　百萬障門擾性田

　　　　心田不長無明草　　　般若妙華開滿園

　　　　成全一班優良賢　　　依義合道正理談

　　　　以慎為鍵多讚美　　　隨機應變勿多言

　　　　聖者畏言語聲低　　　高言危行修身安

　　　　忠言逆耳益身心　　　柔聲細語易成全

　　　　為學日益為道損　　　愛禮存羊敦樸含

　　　　自律自戒自省察　　　動而益高如登山

　　　　方圓繩墨規矩持　　　節制正度分長短

　　　　道在日常勿拘泥　　　擇善持平皆圓滿

　　　　聖凡並重剛柔調　　　明智可以涉危艱

　　　　任重防廢忍垢污　　　擅寵防辱謙心田

　　　　見其善事宜記取　　　見人不善正護掩

　　　　別具慧眼超人群　　　道同契合志連綿

　　　　正直謹嚴立身教　　　言信行果正己先

　　　　奉公克念不紊亂　　　閑邪存誠達至圓

　　　　徒童皆應修內德　　　去甚去泰志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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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道修心言行顧　　　舉止自若動靜安

　　　　心無所住是非分　　　靜養心田一念禪⋯⋯

　　　　

　　　　師轉乩筆告諸童

　　　　惟日孜孜勤而行　　　擇善固執以奉公

　　　　動而世為天下道　　　道存目擊受敬崇

　　　　行而世為天下法　　　法無徇情同辦榮

　　　　言而世為天下則　　　則立事寬皆圓融

　　　　至誠無息理至尊　　　素位而行至中庸

　　　　萬事從寬福自厚　　　以德服人不畏凶

　　　　言善就義千里應　　　語出不善似杯弓

　　　　言前自定則不跲　　　事定無困道乃宏

　　　　凡行道場之事情　　　奉公為守水乳融

　　　　無為而為心自在　　　聆聽法語謹心胸

　　　　為師言此不多判　　　各司其職邁聖功

　　　　今時疫情遍全球　　　防護自謹安其心

　　　　慎修身心於日常　　　清心寡慾念觀正

　　　　壇前賢徒各真誠　　　無畏布施護道宏

　　　　師徒連心為道運　　　各盡其心樂無窮

　　　　修道法門心靜玄　　　靜以制動歸至中

　　　　言行相顧亦為重　　　以身示教共辦融

　　　　批此一段別徒兒　　　燒香叩首敬其中　辭叩

駕　　返屏山　　　　　　　清淨無為修道宏　哈哈退

慈
語
甘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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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感謝天恩師德、前人慈

悲，今年（2022）三月間，美國紐約重

德道學院及重德佛堂連續開設了「點傳

師德業精進班」、「壇主人才班」及

「道親班」三個班期。因正值疫情，前

人與各同修排除萬難，為了首次跨區域

（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實體加線

上」正式法會，人人同心戮力。每個班

期除了前人親自開示、總結和主持誦

經、靜坐與座談外，並安排多堂精彩的

專題，期冀同修在疫情中莫離道心。報

名參班的各道場點傳師、壇主人才及

同修，人次共700多人。在三天的課程

中，大家同步行禮、上課、立愿和謝

恩，有如久旱逢甘霖，個個法喜充滿。

本刊特選錄「心聲迴響」數則，分兩

期刊出；而法會中講師慈悲之部份專

題，亦將自本期開始陸續刊登，以饗

讀者。

修道要經千錘百煉

天恩師德，前人慈悲，我們都懷著感恩

的心。每一位講師上臺都會提起：能夠開辦

這次班期，都是因為我們前人發了悲心大

愿。本來這個班只有開辦點傳師班，但是經

過兩、三年來疫情的肆虐，前人慈悲我們：

一定要讓每一個兄弟姐妹都懂得在亂世裡修

道的重要。也因此，雖然工作人員接到這個

任務後，準備的時間很短促，但仍然排除了

所有的困難；前人也叮嚀每一位工作人員：

要把這一次的班期辦得非常圓滿。因此，大

家都懷著感恩的心，參與並聆聽每一節課，

圓滿這一次班期。

前人慈悲，命後學學習報告這課叫「火

裡栽蓮」。這個題目一出來，有位同修看到

了，問：「火裡怎麼栽蓮呢？蓮花放在火上

烤，那不是焦掉了嗎？」廣東話叫做「巄

咗了」。當然，從字面上來看，就是在火

裡栽蓮花，但其實這「火裡栽蓮」有兩個

意義，第一：在我們修道的過程裡，要經

專 題

◎美國　侯榮芳

火裡栽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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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千錘百鍊，好像用火來烤出真金那樣，方

才知道你的修道是真心？還是假意？考一考

就知道了，你是焦了呢？還是變成金剛不壞

身？

第二：普遍性的說法，就是在火宅裡面

來栽蓮。我們說「白陽修道」就是道降庶

民，所有老百姓都可以修道的；但我們不是

出家，所以有家庭、有父母、有子女、有上

司、有我們的晚輩。在這個情況之下，釋迦

牟尼佛把它形容叫做「三界火宅」──我們

住的這個地方，就好像火宅一樣。什麼叫火

宅？用我們現在的話，叫做「俗家」。所

以，在人間好好來修道，就叫做「火中栽

蓮」。如果明白了這兩個基本意義，那麼對

這個題目，就比較容易瞭解了。

惟有修道不誤人

一開始，後學要強調兩件事，第一個就

是「行盡世間天下路，惟有修道不誤人」。

各位有沒有這種感受？轉眼間在道場，後學

都有七十年了。想一想，這些年來，到底得

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最慶幸的，就是我

們可以走上修行路。在所有世間大大小小的

事情，只有一樣是不會誤人的。你看，讓你

中了彩票、給你幾千萬，你都不一定用得

到；但是在道場裡面，它教我們的、它讓我

們感受到的，點點滴滴都在幫助我們開悟，

讓我們能轉念。所以，只要你願意走上修道

路，絕對不會耽誤你的。

我們知道今天是美加夏令時間往前撥快

一個鐘頭，剛才後學來到四樓，抬頭一望，

「唉呀！怎麼這個時鐘還沒有調整？還停留

在舊的時間？」有位同修答得很好，他說：

「鐘不轉不要緊，人心轉就好啦！」他真的

開悟了！時鐘雖然還是慢一個鐘頭，但那只

是一個形式罷了，你心裡知道現在是9點15

分，你的心轉了，真是令後學開悟了！原來

「心念轉」是這麼的重要。所以即使一個人

大富大貴，都沒有修道好。

侯榮芳點傳師慈悲專題

（壇主人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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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待何時渡此身

第二：「此身不向今生渡，更待何時渡

此身。」這是我們呂法律主的成道法語，呂

祖就是被這一句話打醒的。我們今世得這個

人身是很不容易的。現在以臺灣來講，人口

越來越少了，因為年輕人不想生小孩，你想

要得到人身，那恐怕要千秋萬世以後；等到

你再來，可能就沒有道可以得、也沒有道可

以修了。既然人身已得，我們就應該要更進

一步、精益求精─雖然我們都是在火裡栽

蓮，但是我們都願意好好修─此生此世有這

麼好的因緣不容易：我們能遇上三期末劫、

大開普渡；能得聞師尊師母傳道，開啟我們

的智慧門；能有這麼好的前人引領我們向前

衝、向前跑、努力修道；有點傳師在後面督

促我們；如果我們再不好好修、再不趕快去

做的話，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此身不

向今生渡，更待何時渡此身」，就是我們今

天火裡栽蓮的第二大目標。

歡喜做甘願受

為什麼我們說「行盡世間天下路，唯有

修道不誤人」呢？因為在道場，善知識傳授

我們正知正見：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

的；在人生的旅途上，在修道的旅途上，因

為得到明師的開竅，讓我們開悟見性，讓我

們懂得事事明理──明理是很重要的。剛才

說鐘不轉，人心轉，這個「轉」就是明理，

懂得這個道理、開竅了；接著，面對任何一

件事，都能夠「歡喜做、甘願受」──什麼

事情來，就算是逆的，我們也歡喜、開心來

做，這是我們的責任。例如：儘管在開班期

間，大家的睡眠幾乎都減少了──這一次開

班，是採取網路直播方式，講師群在台灣，

對著美、加、英等國的學員上課，剛好遇上

臺灣大停電，所有的計畫都改變了，在美國

的工作人員整個晚上都要等著處理好這件

事，所以雖沒有辦法睡覺，但是我們的內心

是開心的，因為最後終於克服了沒有電的困

擾。所以說碰到順逆，我們都甘願受，這個

「甘願」是很重要的。

後學常舉一個自己的經歷。我們家小朋

友讀幼稚園的時候，在學校發高燒了，老師

打電話來說：「你的孩子發高燒，華氏100

多度了，是要我們送他到醫院呢？還是你要

來載他去醫院？」馬上趕過去，結果到了幼

稚園看到一幕：一個小老師，看起來大概是

十七、八歲左右，在為一個小朋友擦屁股，

那個動作，刻骨銘心，她是左手捏著鼻子，

右手拿衛生紙，有沒有擦到不知道，因為遠

遠的看不清楚，再來就把他的褲子穿起來

了。那時後學心想：她這個不是歡喜做，也

沒有甘願受，為什麼？我還沒有結婚，才十

幾歲，就要為這個小朋友擦屁股！做得很不

甘願。但是父母親就不一樣了，我們覺得這

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自己的子女，會把他抱

得很緊，擦得很乾淨，然後把褲子穿上，之

後，再輕輕打他三下屁股，讓他跑開。那種

就是「歡喜做、甘願受」，那完全是不一樣

的。

順逆視為平常

在道場，我們要時時感恩，要法喜充

滿，任何一件事情來，不管是順、不管是

逆，都視為平常，視為「不是白天，就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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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易經》云「不是陰，就是陽」。所

以遇到不如意時，我們就不怕了。雖然在修

道的過程中，有時好像登高山，有時好像入

大海，有時要經過烈火來燒烤，有時要經過

寒冰那種凍得讓人受不了的淬煉，但是我們

都要努力修持「六度波羅蜜」，懂得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與智慧，這些都是

非常重要。

提到忍辱，各位讀過《金剛經》，都知

道釋迦牟尼佛過去曾當過忍辱仙人，被人家

砍斷手腳，甚至於節節支解，都還不會起瞋

恨心。曾有同修請示前人：「我在工作環境

中，看到很多不平等的，該怎麼辦？」的

確，很多事情真的會在我們身上發生，那就

要「忍辱」。在《釋迦牟尼佛傳》，知道世

尊有一個專門來考驗他的人，叫做「提婆達

多」，是阿難尊者的哥哥。因為想奪取僧團

的領導權，提婆達多好幾次用醉象、用各種

方法，最後將大石頭從山上滾下來，想把釋

迦牟尼佛砸死；還好，有目犍連顯神通，石

頭碎了，大石頭變小石頭，小石頭砸到釋迦

牟尼佛的腳，整個腳流血，所以叫做「出佛

身血」，但是，釋迦牟尼佛沒有抱怨，甘願

承受，這就是忍辱。五逆罪裡面的「出佛身

血」，就是講這一段。

忍辱波羅蜜

因為有太多次了，眾弟子想不通，便請

教世尊：「為什麼您這個堂弟對您這樣百般

侮辱，您還能接受？為什麼要好像烏龜一

樣，每一次都忍著他、讓著他呢？」世尊回

答：「在好幾劫以前，我們兩個也是兄弟，

我是弟弟，他是哥哥，那一世，我們的父親

是億萬富翁，父親過世後，將財產平均分成

兩份，每一個人都可以分到很多錢。當時我

心想：哥哥那麼笨，他哪有資格享受這麼多

的財富？於是就動腦筋了，假裝邀請哥哥到

山上郊遊，再把他帶到山崖邊，跟哥哥講：

『你看你看，那裡有一群鳥，好漂亮！』哥

哥傻愣愣地說：『在哪裡？在哪裡？』在那

裡轉了幾圈，當他轉身的時候，我就把他推

下懸崖，一命嗚呼。之後，我奪走了他全部

的財產，而我今世的果報才只有出佛身血，

難道不用感恩嗎？」可見佛陀前世只犯下一

次的錯誤，後來雖已成佛，但每一生、每一

世，還是要遭受果報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學

會忍辱。

又如白雲禪師被人誣賴，說他跟某姑娘

生了小孩，嬰兒生下來以後，姑娘父親生氣

地丟給他，說：「這是你的孽種！」「啊？

是我的？」白雲禪師把小孩接過來，因為小

嬰兒嗷嗷待哺，只好去跟人家要奶水，結果

被村人吐痰，村人後來看這孩子可憐，還是

給了他奶水；等到後來，這個女孩子跟他爸

爸說「孩子的爸爸不是禪師，是另外一個男

朋友的」，又去把孩子帶回來時，「喔，是

你的，那就還你」。這故事我們現在聽起來

好像是笑話，但是當時白雲禪師那種被吐

痰、被侮辱時，還能淡然處之的能耐，真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道場中教我們的，

就是這些正知正見。

亂世中把握方針

為什麼要有正知正見？《聖經》裡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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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就是對未來的預言。有某位同

修認為《聖經》裡面的故事，一樣一樣都出

現了。他說：「啟示錄第六章寫得很清楚，

將來這個末世，會有四個騎士出現：一個騎

白馬，一個騎紅馬，一個騎黑馬，一個騎青

灰色的馬。這四匹馬和四個騎士，每一個人

都拿著不同的武器，但是他們一出現的時

候，就是災劫臨頂。當騎白色馬的騎士出現

的話，全世界就有瘟疫了！」想一想，對

呀！這一次的瘟疫，你看，一來就來多久？

兩年多了，已第三年都還沒結束，象徵這個

局勢出現了。再來，騎紅色馬的騎士繼而出

現，就代表戰爭來了。很多人都想不到，

21世紀怎麼還可能有這種戰爭？很多人先

前都說不可能，但事實上戰爭真的出現了。

各位從報導上看到一個個斷垣殘壁、死傷無

數，挖一個坑，幾千個人都往裡面埋，在裡

面一層一層疊起來，一個溝裡面要埋葬四、

五千人的場面，那種戰爭的可怕真的來了。

接著，若黑色的馬出現的話，那就代表

饑荒了。我們知道，不管是烏克蘭還是俄羅

斯，他們都是產小麥的國家，這兩個國家所

生產的小麥，幾乎佔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今年如果春天沒有辦法播種的話，糧產一定

會很慘，饑荒就會來了。可見這三個同時

到，最後一個騎著青灰色馬的就是死神，他

的到來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死神已經在招手

了。雖然是在2000年前講的，但是到了我

們現在，一樣一樣都應驗了。《易經》裡也

講：當霜雪來的時候，堅冰就不遠了，那種

冰凍三尺的景象就必然會發生。所以，我們

在這種亂世與災劫裡面，更應該把握修道的

方針，要在這麼好的因緣之下，好好地走上

這條修行路，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困窮中　不敗節

栽蓮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水裡栽蓮，在

汙泥當中，蓮花會長得非常漂亮，因為蓮花

代表清淨、代表成就、代表佛菩薩；而我們

現在是火裡栽蓮，火裡栽蓮有兩個意思，第

一個意思就是逆境，很多的逆境會來敲你的

門，讓你在修道的路上，絕對不是平步青

雲，而是讓你一步一腳印地感受到那種成

就，是不容易的。所以你要想真修，就必定

有考驗，一定有逆境來考驗你的心志，這是

沒辦法避免的。但是，被考驗的人，他若是

能夠化解，這就是火裡栽蓮了。我們在世俗

裡面修道，人生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

我們說三界如火宅，在人間修道，本來就有

好多的考驗。

臺灣道場早期有一位坤道，名叫林雪，

她非常難得。這位坤道同修，禮節學得非常

莊嚴，徐前人教她一次以後，她就負責在佛

堂裡面當人才，任何一個人進來，她都教他

們怎樣叩頭、怎樣參辭駕，現在很多臺灣道

場的前輩都是她教出來的。但是她真的考驗

很多，因為她的父母親堅決反對她修道。那

她要怎樣到佛堂呢？要怎麼出來呢？因為她

家是開撞球場的，她負責在那邊計分，一接

到前輩電話說要辦道，她就故意把撞球的球

桿破壞一個，然後跟她爸爸說：「明天有撞

球比賽，我們的球桿已經不夠了，我要趕快

去補充！」結果一出門就往佛堂去。所以在

人間修道的話，你的父母親、你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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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這個困難以後，下一次就知道要怎麼

做了，那個功夫就來了。

好比愛迪生發明電燈，失敗了99次，

有人笑他說：「你怎麼那麼笨？失敗了那麼

多次！」他說：「不是的，我終於發現99

種電燈不亮的原因在哪裡！」這就叫做「增

益其所不能」。所以最後，孟子做一個結論

說：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人

啊！在很多考驗的情況之下，他能夠成就大

事業；而在安樂、安逸的環境當中，可能怎

麼死的都不知道。

逆境是來成就你的

我們知道中國是非常注重歷史的民族，

有所謂的二十五史，而創寫《史記》的司馬

遷，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曾說過：「逆境其

實才能夠成就一個人」。好像左丘明，過

目成誦，非常聰明，我們一本書背整晚不

睡覺，都考不及格，但是左丘明呢？他一

眼望去，一本一百頁的書，他看完就能夠

朗朗上口。但是太聰明的人，往往不能專

心，後來他失明了，眼睛瞎了以後，心反

而能夠定下來，結果完成了兩本著作，就

是《左傳》與《國語》，這兩本書講上古

幾百年的歷史地理，他完全瞭若指掌，雖

然眼睛失明了，但他都記得很清楚，把它

寫下來，直到現在，這兩本書在歷史上都

有很重要的地位，就連關公─有「文關公」

和「武關公」，武關公拿關刀，文關公是拿

著什麼書在看呢？就是《左傳》。還有一位

戰略家孫臏，原本忙於南征北討，後來因為

被結拜兄弟龐涓陷害，剁掉雙腿，反而有時

你的子女，可能都會給你很多很多的考驗；

甚至經濟上、人情上，各種方面的逆境都會

來的。林雪小姐三十歲就歸空了，當時送葬

的道親超過500人，她的爸爸嚇壞了，沒想

到竟然有這麼多人來參加她女兒的告別式，

後來感動了她的爸爸，這真的是火裡栽蓮。

雖然我們修道就好像逆水行舟，一定會有考

驗和崎嶇，會有許多的委屈不平，會受到很

多的苦難，但同時也在磨練我們的身心、磨

練我們的志節。所以我們在困窮之中，絕對

不可以敗節，方才不辜負我們修道的初衷。

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成為中國歷史名言。

上天將降下大任在這個人的身上時，絕

對會給他很多的考驗，要讓他的心在種種逆

境裡面，不斷地磨、磨、磨，再加個「魔」

字；也要讓他很忙很忙，整天在那邊勞動；

甚至於不讓他三餐吃飽，要讓他餓肚子；讓

他感受到那種身上空空的、什麼都沒有，連

要買一張車票的錢都沒有；做事情時，明明

一件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故意讓它出錯，看

看他會怎樣來處理這個問題。好像我們這一

次的網路技術組，非常用心，真的，後學好

感動，測試了那麼久，居然還是出了狀況，

但是他們一一把這些都排除了。這樣的考驗

目的在哪？就是要讓他的心，能夠在這種煩

亂之中，還能夠保持初衷，始終不變。如

此，便能慢慢地增加他的功夫─經過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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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把心中所有的兵法寫下來，著名的《孫子

兵法》就是這樣來的。

司馬遷因為被判了宮刑─宮刑就是把男

孩子的生殖器去掉，這是很嚴重的刑罰，他

覺得自己這一生要怎麼繼續留在人間？惟有

好好地完成他的功課。於是他將悲憤化為力

量，終於完成了《史記》，使得日後的其他

二十四史，都依照著他的這個體例來撰寫，

真是非常非常難得。這就是告訴我們：逆境

是來成長你的，是讓你更有成就的一個因

緣。所以遇到逆境不要抱怨，要甘願受，當

你甘願的時候，你就沒有抱怨；沒有抱怨的

時候，你就能激起內心的潛力；當你內心潛

力出來，就能完成種種圓滿的成果。

很多人說「廚房出聖人」，廚房同修個

個都是菩薩，我們知道有很多蔬菜是不能生

吃的，生吃就好像牛在啃草，然而經過他們

的烹調功夫之後，你看，一盤一盤香噴噴、

熱呼呼的菜餚就上桌了。所以後學有一個習

慣，一進我們重德佛堂的門，就會往廚房方

向一鞠躬。一鞠躬有兩個意義：第一因為廚

房有灶君；第二是廚房菩薩們都正在忙於挑

菜、洗碗，其精神個個都是菩薩的化身。如

果廚房罷工的話，那大家肚子肯定咕咕叫，

還有辦法在這裡坐上一整天嗎？所以我們說

廚房裡面的工作人員，個個都是菩薩。

承擔辛苦　菩薩化身

我們都聽過阿彌陀佛的故事。為什麼尊

祂阿彌陀佛？原來阿彌陀佛本來的名字叫

「阿彌」，是一個在廚房裡面工作的無畏

施。因為他憨憨厚厚的，只知道工作，其他

的是是非非他都不去理，只要是交給他的工

作，他就去做、去承擔，再辛苦也不怕。但

是因為寺廟人多，廚房裡有時候不小心鍋子

破了、碗破了，就會有人來跟住持報告：我

們今天要補什麼，什麼壞掉了。住持問：

「這一次又是誰打破的？」每一個人都說：

「是阿彌打破的！」住持叫阿彌來，問他：

「你有沒有打破碗？」 阿彌說：「有！」

被罵兩句又回去了。但是時間久了，住持覺

得奇怪，為什麼每次打破東西都是阿彌？不

太可能吧！有次半夜，當大家都還沒醒的時

候，他偷偷到廚房把一個鍋子弄破了，天亮

了，果然又有人來向師父報告：「阿彌打破

鍋子了！」「那麼，叫阿彌來問。」阿彌

說：「是啊！我昨天不小心又打破了。」這

時候，那個住持的眼淚掉了下來，原來連我

做的他都要承擔！所以我們不要看他是一個

傻愣愣的人，其實他就是菩薩的化身。後來

阿彌果然就升天成佛了。

還有寒山和拾得，他們兩位是文殊菩薩

跟普賢菩薩來轉世的，也是在廚房裡面做活

的。人家都以為他們兩個一天到晚瘋瘋癲

癲，很瞧不起他們。其實，正告訴我們：原

來菩薩不一定像我們在供桌上面看到的那種

莊嚴相，原來菩薩也是跟我們一樣，穿著普

通平凡的衣服。

真人不露相

六祖慧能則是在廚房裡面破柴、踏碓，

為什麼要他去破柴、要他去踏碓？因為這是

修行的好功夫─米有殼，一定要先舂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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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殼去掉；再經過篩，這個「篩」就是

明師的指點；之後，我們的主人公就出現

了，明白「原來我就是佛」。所以，你一定

要踏踏實實地修、老老實實地修。而「破」

表示可以破我們的生死大關，這些都是道

理。各位知道嗎？所有的佛經，只有釋迦牟

尼佛講的話，才能夠叫做「經」，其他人講

的話只能叫做「論」，然而六祖除外─六祖

所講述的法語被尊為六祖壇「經」。全世界

唯一不是釋迦牟尼佛講出來的佛經，就是

《六祖壇經》─等於六祖就是佛，講出來的

話就是經典。但其實六祖的身高才152公分

而已，矮矮小小的、黑黑的，看起來貌不驚

人。所以我們跟真佛生活在一起，往往都不

知道，還以為他跟我們一樣，普普通通的，

沒有什麼了不起，其實他就是佛啊！

金公祖師也是一樣，是廚房出身的聖

人。在他還沒當祖師之前，跟我們都是沒有

兩樣的，你不覺得他長得有什麼特別。我們

十七代金公祖要接祖位時，還在廚房裡面，

因為老 要十六代祖把祖位傳給手中有「合

仝」兩個字的人，於是請所有弟子洗完手，

說因為大典，要檢查手有沒有洗乾淨，結果

所有人都查過了，都查不到有「左合右仝」

的人；後來人家說：「廚房還有一個人，還

在那邊忙」，請他過來時，身上還油膩膩

的，手一伸出來就有「合仝」兩個字，便接

續這個祖位了。所以，我們很多在廚房裡面

的都是菩薩，只不過現在現的這個色身是凡

夫相，但其實他們都是菩薩的現形，都是值

得我們恭敬的。「火裡栽蓮」，事實上就是

這個道理。

先做眾生馬牛

《華嚴經》講過：欲為諸佛龍象─要想

修成佛菩薩，那你就要怎麼樣？先做眾生馬

牛。我們看，這些在廚房裡面的同修，忙著

為我們準備三餐，個個頭低低的，不管他是

在那邊切菜也好，或是在那邊洗碗也好，看

起來好像做牛做馬，但他們覺得「這是我應

該做的」，一點也沒有分別心、計較心，所

以他們將來能夠有所成就─所謂「諸佛的龍

象」，就是指「佛菩薩」了，是因為經過了

這樣才能成就的。

因此，我們在修道的過程中要發菩提

心。但是發心容易，恆誠堅篤卻不容易，這

些真的是需要功夫的。一般人剛修道一、兩

年，佛都在心坎裡面，記得牢牢的；三、四

年後經過太多的考驗，佛就在半空中了；

五、六年之後呢？佛就不見了。

有位前賢，說他參加法會以後，非常感

動，知道這些佛堂的人都是來為眾生服務

的，所以他準備用1萬元美金來佈施。在佛

堂雖這麼想，回到家以後，他的三個孩子

說：「爸爸，我們電腦都壞掉了，每一個人

都要一部電腦」，他想這電腦也很重要，一

個人給一部，一部二千塊美金，還剩下四千

塊；後來他太太說：在百貨公司，看到一件

衣服很漂亮⋯。就這樣，經過三個月以後，

本來想布施一萬塊美金，剩下一百塊美金。

由此可見，菩提心是會隨著時間、隨著

環境的因緣，再加上給自己找理由，慢慢就

不見的。所以一旦發了菩提心，就要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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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紅塵

裡，太多的因緣會來阻礙我們，這是必然

的。我們說白陽時期在人間修道，就是在三

界火宅中證品蓮。要怎麼做呢？達摩祖師教

我們兩個修行方法非常好，第一個要「理

入」，第二個要「行入」，叫做二入。

理入與行入

什麼叫做「理入」？「理入」就是研究

道理，簡單地講，你要先有理論，基礎你都

要懂，怎麼修、如何修、什麼是對、什麼是

錯，這些道理你要通；要通就得經過參班、

經過學習，這是「理入」。第二個要「行

入」─修道如果只是在書本上，那麼這個只

能叫做「文字般若」而已，要把它變成「實

相般若」，一定要真正實踐出來，叫做「行

入」。

「行入」該怎麼行呢？達摩祖師告訴我

們從四個方向去做。第一個報冤行。為什麼

突然錢不見了？就是這個冤家來拿走的。本

來人所賺的錢，是五家所共有的─自己的子

女以外，水啊、火啊、稅金、盜賊啊，這些

幫你分掉的。所以，如果發生什麼不圓滿的

事情，我們都要感恩，因為是冤家把我們這

些都取走了，讓我們可以還債。第二，隨緣

行，隨順這個因緣。因為我們會遇到怎樣的

緣，我們都不知道，我們要隨這個因緣，順

境也感恩，逆境也感恩。第三，無所求行，

心中不要只去要求別人怎麼做。第四，稱法

行，你做的每一個行為動作，都要能跟法相

稱，稱就是合，合於法，我們所做的每一個

行為都要如理如法，所以叫做「稱法行」。

入流亡所

更重要的，要學會觀世音菩薩教我們

的四個字：入流亡所。什麼叫做「入流亡

所」？各位如果讀過《楞嚴經》，《楞嚴

經》裡面有25位菩薩，佛陀請祂們講講自

己到底是怎麼修成功的，於是一個個都報告

祂們修道的成功歷史；到了觀世音菩薩，祂

說：我靠耳朵修成功的，叫做「耳根圓通法

門」，怎麼修呢？當我們的耳朵聽到任何一

句話─不管人家讚美你，還是誹謗你，任何

一句話進入耳朵，都不要讓這句話發酵；如

果進去發酵的話，你心就不定了，要讓所有

的聲音怎麼樣？流過去就好。聲音會進來，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嘴巴在人家身上，但

你可以讓它不要產生作用。「亡」就是不

要，不要產生「能所」的反應─「有人在罵

我，我是那個被罵的人，我是那個最委屈的

人」，不要有這些反應。當你能夠「入流亡

所」的時候，就沒有對待了，馬上就能感

恩：他為什麼會講我？一定有什麼原因，是

我做不好，我哪邊不圓滿，所以他罵我是應

該的。當你這麼想的時候，心裡就不會有那

麼多的問題產生了。所以「入流亡所」這四

個字，是我們現在修道最重要的四個字。

另外還有四個字。同修曾經傳來一份資

料給後學，他說只要是人才，都要學會這四

個字，講起來很有趣，也有道理在。第一個

就是「尖」。他說：你看這個「尖」字，有

大有小，所以代表「能大能小」。我們遇到

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能大能小，大什麼呢？

「理」要放大，直到「天理流行」的時候，

我們就圓融了；小什麼呢？「欲」要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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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得太重，直到「人欲盡淨」。第二個

字叫做「斌」─一個人才要能文能武，上臺

有道理，下臺有料理，到你上臺的時候，能

夠把你所學習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下臺的時

候，你也可以到廚房裡炒兩道菜出來，要能

夠做到這樣。第三個字叫做「卡」，「卡」

字就是能上能下，因為能上能下的人，就會

看淡名利─你現在演皇帝，就把皇帝演好；

如果輪到你上場當小兵，你就把小兵演好，

這就是能上能下；能如此，當你通達的時

候，就可以兼善天下，而窮困的時候，就可

以獨善其身了。第四個字叫做「引」。你看

這個「引」字，左邊是收起來，右邊是展

開，代表一個人要能屈能伸。我們知道：一

個圓是由很多條曲線組成的，如果事事都要

剛直，那就無法成圓了，所以很多時候一定

要委屈，才能夠求全、能夠圓融。而「善修

般若與忍辱」就能屈，「廣行布施與承擔」

就能伸。人若能伸能屈，福報自來。以上這

四個字，把一個人才應有的能力都講了出

來，非常有意思。

感謝你刺激我

有位同修，父母親都在道場裡，是非常

發心的壇主。當時這位同修大學畢業以後不

想再唸，腦筋非常好，就是對讀書沒興趣，

後來找到一家出版社當送貨員。剛好有一所

大學跟他們訂了好多書，於是同修就開車載

了滿滿的書到學校去；當他準備搬下這些書

時，發現每一箱書都是二十幾公斤，就是

五、六十磅，車子裡有好幾箱書得搬到樓上

去；他很開心地發現大樓有電梯，就把書搬

進電梯裡，保全走過來問他：「你是教授

嗎？你沒看到告示牌嗎？『教授專用』，這

個電梯，只有教授才可以用！」他說：「你

通融一下嘛！我雖然不是教授，但也是來送

這些書給教授的呀！」保全說：「不行！只

要不是教授，你就滾開！樓梯在那邊！」兩

個都是年輕人，他20幾歲，那個保全也是

20幾歲，吵到快打起來，最後沒辦法，他

只好自己搬了。教授的辦公廳在六樓，搬兩

箱以後他就受不了了，整輛車放著，寫一封

信跟他老闆辭職，說他不幹了─「原來當教

授才可以搭電梯」，所以他決定考入這所大

學的研究所繼續唸書，終於完成碩士、博

士，畢業以後就留在這所學校教書。而當年

的那位保全還是在原地服務，每一次他們談

起這件事，兩個都覺得好笑。這位同修很感

謝保全：「如果不是你那時候刺激我，我現

在還只能送貨；因為你刺激我，我才能從送

貨員搖身一變，成為大學教授。」

還有，日本過去有位比丘尼叫千野代，

她未出家時是位大美女，後來參加了一位同

學的告別式，曾經，她們兩位是全校兩大美

女，第二大美女死掉了，千野代去弔唁，一

看，死者的臉已經不再貌美，甚至有點恐

怖，她才知道「原來美也是假的！」所以決

定出家；起初沒有寺廟敢收她，因為她長得

太美了，到任何一間寺廟，都會造成寺廟的

不方便；當她知道原因後，便拿鐵鎚燒紅

了，將自己整個臉都毀掉，毀容以後終於能

出家了。從此，她便在寺院廚房裡，每天負

責挑水，要用木桶把大水缸的水填滿，這樣

過了三十年。有一天挑到很晚了，水缸都還

沒滿，她原本欣賞著木桶裡水中映出來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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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突然間木桶解體了，整桶水潑灑在地面

上，水裡的月亮也不見了，這時她開悟了：

原來水桶裡面的月亮是這樣不見的，原來人

性也是被無明所遮惹的。

蘇東坡也是一樣。他二十歲就考上狀

元，卻一生受苦受難，很可憐，「小屋如漁

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

葦」是他的自述，並自嘲道「人皆養子望聰

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唯願孩兒愚且魯，無

災無難到公卿。」他一生被貶多處，每到一

處，咏詩懷思，如：「廬山煙雨浙江潮，未

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來無一事，廬山煙雨

浙江潮」；「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

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

中」；「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

不動，端坐紫金蓮」；「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

復計東西。」

蘇東坡最後被貶到海南島去。原本海南

島從未有人考上進士，但他去了以後，注重

發展教育，終於成功地培養出一個進士來。

所以他也是在受到種種苦難之後，成就他的

一生。

天考人驗　反求諸己

人生必然有順逆，因此，修道也一定

要經過天考人驗。像孔子，我們那麼尊敬

他，但是他也要受到「陳蔡絕糧」與「削跡

伐檀」的那種侮辱；文天祥也是為了一個

「忠」，而走上了斷頭臺；又如朱熹、程

頤、程顥等幾位大儒，一生弘法利生，在儒

家學說立下了好多好多的功夫，但是，當年

他們被誣為偽學，甚至當時有人說：「為朱

熹送葬的人要判死刑！」但那些弟子仍然無

所畏懼，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也安然無事。

這些修行人在人間受到好多好多的困難

及考驗，都是在火中來栽蓮。最後用下面幾

句話與大家共勉。

想要歌頌黎明，迎接陽光，

請不要忘記先擁抱黑暗。

我們都喜歡晨曦，但是在迎接陽光之

前，得先擁抱黑暗。有句話說：「不經一番

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我們要想修道

成功，一定得出生在人道；問題來了，出生

為人道又是最容易迷失的，所以當你行有不

得，一定要反求諸己，這點一定要記得，你

能夠做到的話，煩惱就是菩提─煩惱跟菩提

其實是同一個根源的；生死就是涅槃，我們

現在雖然有生死，但是我們能夠完成它。同

時，在修行的每一天裡，我們要多喝四神湯

─要知足、要感恩、要善解、要包容，每天

喝這四神湯，一定能夠身強體健，能夠圓滿

究竟。

祝福每位同修在修道的路程中，都能

「千魔不改其心，萬難不退其志」，真正能

夠「火裡栽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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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目標　保持原心

今天後學來到仁德佛堂，內心有很大的

感觸。後學想起前人曾經慈悲過：前人在哪

裡，哪裡就是總壇。當年我們的王老前人─

現在的天德菩薩，曾經在加拿大仁德佛堂住

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也在這個環境啟發到很

多的同修。現今她老能夠道成天上，成就

「天德菩薩」的果位，為一班後學很好的榜

樣，究竟是憑著什麼呢？這就是我們所要學

習的─堅志持愿。也就是要堅定我們的志向

與目標，保持我們「原心」的那份能力和力

量─這個「原心」就是我們對上天承諾的

愿。當初我們是用什麼來承諾？用我們的真

心。而這個「志」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目

標。我們用這份真心，隨著這個目標，步步

踏實去做、步步踏實去行的話，就一定可以

效法我們的「天德菩薩」，一定可以成功。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道德經》第六十四章說到：「合抱之

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一棵連我們張開雙手都

抱不攏的大樹，它的成就來自哪裡呢？就是

一顆很小的種子。那顆種子是因，大樹就是

果。記得有一次在這裡辦結緣，前人慈悲，

加拿大有位歸空的壇主，家裡很多人都在道

場，所以特別慈悲讓那位壇主來結緣。那位

壇主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他常到很多道場去

學習，就是郭岳躍壇主。結緣當日，後學真

的有很大的感悟，為什麼呢？因為看到了

「果」出來─原本只辦郭壇主結緣，突然間

專 題

◎加拿大　劉國堂

堅志持愿

劉國堂點傳師慈悲專題（壇主人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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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多了好幾位前輩也同時下來結緣；其中有

好幾位前輩、同修，後學也認識的，包括有

曹公公，也有平輩的幾位點傳師，甚至一位

無畏施及三才陳小姐，也都在裡面。曹公公

受封為慈眉道長，郭先生封為執事仙官，梁

惠蘭點傳師封為慈善元君，三才陳小姐則是

一位仙女。

更令後學驚訝的是，聽到：來者鄔定雄

是也。後學才知道：原來鄔點師也得到了皇

的慈悲升了級，為什麼呢？因為後學記得

鄔點師歸空後，第一次在香港結緣時，他是

摯善仙，得到前人的慈悲，都很難得有這樣

的果位，但是由於他的誠心以及一班的後

學，可能是他自己的祖德佛緣跟用功，原來

也都可以升級的。還有一位香港有德佛堂的

阿婆（無畏施）也來結緣，雖然她沒有報她

的果位，但是能夠護老師的駕來，都是不簡

單的。他們為什麼會有這些成就呢？就是堅

志持愿。這些成就、這些果位，就是來自這

個「堅志持愿」的因，有因就必有果，雖然

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修道過程與考驗，但

是個個都是從什麼開始？從求道開始，能夠

堅志持愿，所以能夠令他們成為合抱之木，

能夠成為九層的高塔；讓他們在完成修道這

條路後，脫離輪迴、超生了死，道成天上、

名留人間。

志之所在　無堅不摧

佛陀曾經慈悲過：「志」這件事是非常

重要的，佛云：「志之所在，立天地之始，

成天地之終，無堅不摧，無往而不利。」這

個「志」就是目標，我們需要有一個目標；

達成目標，我們的人生就能與天地共長久─

大家看見最長久的東西是什麼？就是天與

地，是不是最長命？但是，後學記得鄔點師

歸空時才五十幾歲而已，郭岳躍先生也不過

五十歲，對他們本身來說，生命不是很長，

但是活得精彩，他們依自己的因緣，達成了

他們的目標。

有位同修王蘇化，他也成了道，從他求

道到成道只有五年的時間。當他歸空以後，

前人很慈悲，為了啟發他的家人更加發心、

更加明理，就同意安排結緣。後學當天也在

瑞德佛堂，以為當天應該是老師帶他下來結

緣，結果是教化菩薩。原來他求道之後，參

加經學班，很喜歡研究道理，後來也當了講

師，可能因為他喜歡講道，所以去了教化菩

薩那邊。原來上天有很多的工作等著我們將

來去做，所以不要在乎生命一定要好像天地

那麼長久，只要像這位王講師，能在五年當

中真正地堅志持愿，做好他自己的因緣以及

所面對的事，由求道開始，努力不懈，五年

而已，可以成就到天佛院裡面。

王陽明夫子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

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

當我們去工作，如果希望稱職，其實都

不簡單、都要下很多的苦功。後學以前在廚

房工作，當時後學作為一個部門的主管，需

要面對很大型的自助餐，那些沙拉需要有很

多不同的擺設，這時你就必須雕出許多的花

樣，當然就要下很多的功夫。記得自己面對

這個困難的時候，買了好多紅蘿蔔回來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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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的太太拿去煲湯都還跟不上我，因為雕

完又雕，有白鶴、有塔、有鯉魚，好多形形

色色的東西。雖然沒有像王羲之一樣，寫字

寫掉三百缸水，但也花了好多時間與功夫，

才總算稱職。

渡河跟船　修道跟盤

為什麼我們在修道過程中會半途而廢？

老祖師曾經慈悲過，有三個原因，這三點

對我們壇主人才來說，非常重要。第一個

原因就是：認道不清。就是對真道盤以及

明師一指點，不知道它的寶貴。如果一個

普通的道親對道不能夠認清的話，修道一

定站不穩；但是一個壇主及人才如果認道

不清的話，那麼後果會怎麼樣？就是「以

盲引盲」。大家想想：如果一個盲人在懸

崖邊，然後有一個盲人說要帶他走路，會怎

麼樣？一定是一起跌下懸崖，對不對？所以

大家對道一定要認清楚，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鐸聲》這本書，院長大人慈悲「渡河跟

船，修道跟盤」這八個字，大家應該好好放

在心裡面，作為自己堅定的立場。有些同修

說沒有時間看三教經典，其實只要專注一本

《性理題釋》，就可以獲益良多，因為裡

面有三十篇是老師慈悲的，另外的由其他

前輩寫，肯定也是非常不簡單。所以《性

理題釋》是大道的沿革，我們身為壇主人

才，一定要知道：我們過河要用船，但是我

們修道想要成功，就要跟盤；你不跟盤的

話，老死無成。

有很多人求了道，覺得其他宗教跟我們

差不多，其實這個想法是錯誤的。老師曾經

慈悲過：鸞堂是後天所辦的聖堂，目標是行

善濟世，在修道方面是由外而內；而白陽的

修道所是理天所辦的，注重內外並修─內是

修身養性，外是渡人。最重要的一點：天道

與其他宗教最大不同，就是「點開玄關妙

竅」。人的軀體有八萬四千個竅門，當中玄

關竅的正門是唯一的佛竅；此竅開，靈性可

直通理天，所以對內外有修的修道士，是比

較容易開悟見性的。有人求了道後，聽經文

比以前容易明白道理，為什麼呢？因為他知

道下手處的地方了。可見「百千法門，同歸

方寸」，後學舉的這麼多例子，全部都是理

天的果位，所以求道不是那麼簡單，這個一

定要分得很清楚。

求道修道　玄祖沾光

曾有壇主同修請示前人：這個人還沒求

道，但是我想幫他，可不可以念經迴向給他

呢？前人說「可以」，為什麼可以呢？因為

你本身是一位修者，你持戒，你所唸的經是

有功德的，可以迴向給他的；再加上前人

的金口一開，就可以做這件事。但是大家

要了解：這和我們求道的性質完全不一樣

喔！為什麼？我們一求道，就有一份龍天

表，第一個好處是什麼呢？玄祖沾光。求

道之前，你要衝破三愿四難，擁有一些主

觀的條件，你才可以求道；你沒有祖德、沒

有佛緣、沒有根基，你無法求道、無法天盤

註冊的；但是求了道之後，玄祖立刻沾光，

沾什麼光？

老師曾經慈悲：地府的亡靈分為三等，

剛求道的道親，在天榜掛號、地府除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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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他們原本在地府受刑的祖先，當下就能

停止受苦受刑，在聽經所向地藏古佛領取一

朵含苞的白蓮花，掛在胸前，這些是第三等

亡靈。這些亡靈在聽經所外也是很慘的，手

銬腳鐐扣著，鬼差押著，跪在聽經所外面聽

經。如果大家有慎終追遠的心，可以感受一

下，你求了道，第一件事已經沾到佛光了，

對不對？接下來，如果你求了道之後，有二

至三年的道齡，不離佛堂、能學習吃素，祖

先會提升為二等亡靈，在聽經所的牆邊，手

腳不銬不扣，鬼差不押，自己來去自如，胸

口前的白蓮花半開，這是第二等亡靈；進一

步，如果求道人能清口或當壇主，其祖先胸

口外的白蓮花會全開，上面寫著清口人的名

字，祖先可以在聽經所內坐著聽經聞法，這

是一等亡靈。如果再進一步，求道人能在道

場服務，時間久了，祖先們沾光的時間也會

跟著變長，可以在聽經所內當辦事人員，服

務新進的祖先。大家想一下，是不是玄祖沾

光？所以我們從這當中看見什麼？可能你的

祖先正在上刀山、下油鍋，由於你的求道，

就算綁著手銬、跪著聽道，都好過上刀山、

下油鍋對不對？大家有沒有感受到天恩師

德？所以能夠跟盤，那種玄祖沾光、那種福

報，實在是非常不簡單。

還有，我們每天都唸愿懺文，愿懺文裡

面說到：彌勒祖師，妙法無邊，護庇眾生，

懺悔佛前，改過自新，同註天盤。大家果真

明白懺悔的重要性，並且能夠真正徹底去改

過，正如老師慈悲過：「立正向後轉，開步

走，改過自新，重作新民，往者已矣！」那

麼祖先也絕對會一路都沾到你的光。

術流動靜　難了生死

認道不清導致半途而廢，還有另一種情

形是什麼呢？亂盤考。在三期末劫裡，這種

考驗不像以前在中國大陸，斬將封神的皇風

考（即「官考」）；但是以現在來說也是好

厲害的。當你認道不清，心中起了好奇、起

了貪念的話，那麻煩就大了，你的祖先會因

為你這一個舉動，不但無法沾到你的光，還

會跟著墜落。老師曾慈悲：術流動靜難了生

死，並列出十二點，對於我們現在及將來面

對這個亂盤考，非常有幫助。

一、神通擾亂道場

「為什麼為師要叫你們停止靈通感應的

事，你們可知道嗎？就算你們有，也千萬不

要講出來，因為那樣會弄得人心惶惶 的，

你們可明白嗎？今天我們有責任來維護整個

佛堂，我們要有鎮殿的威嚴，那些妖魔鬼怪

是不可以入侵的。」所以大家要了解到，這

個是第一點。

二、通靈是左道旁門

「道本平常自然，無有奇異論，不談天

機，不求神通與通靈，此非正道，皆落左道

旁門。通靈使人不得清靜，徒兒啊！通靈去

久了，將被他靈佔據，往後還有更多呢！小

心天盤勾出。」

三、通靈者勾出天盤

「修道最重要，就是守住『忠孝節義』

四個字」─如果大家曾經唸過《關帝經》，

就知道這四個字的重要性了。關法律主講

到：如果你「忠孝節義」做不到，身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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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等於偷生人世，沒有用的。「不能到

處亂接靈駕以通靈，這不是正法，那是左

道旁門。通靈的人以後會很多，你如果去

久了，天盤自然會勾出。」大家要了解這

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如果認道不清，不知道

真道盤的寶貴，而選擇種種花樣的話，就很

麻煩了。

四、抽籤卜卦不執著

「徒啊！你們去抽過籤嗎？抽籤、卜

卦、問神明，這麼多的花樣，是不是你們

自己沒主張，無法把握了呢？所以你們去

求助於這些，就算這些給了你應驗、或者

指示，那也只不過是個建議而已，要怎麼

做，還是要靠你自己啊！」有一次前人中

風，非常危險，但是有個佛堂要開光，前

人還是很惦記一班同修以及道務，所以雖然

她老在觀音堂求了一支籤，南海古佛提議前

人：身體這樣還是要考慮一下！但是前人很

堅決，還是去了佛堂開光。所以說，也許

神明叫你不要做，但如果你自己的理念正

確，你的智慧就能夠突破，好像我們前人

那樣。又好比現在，前人的腳不方便，但

是一樣精神很好，大家也看見前人講道還

是很清晰。所以大家要了解，千萬不要完

全相信求神問卜。

五、左道旁門莫好奇

「其他奇奇怪怪的左道旁門，有可能讓

你得到短暫的感應或顯化，卻不是根本究

竟。徒啊！你們要認理行、認理修，不要盡

追求外在的新鮮事，好嗎？你們要運用真智

慧來修道辦道，是理則進，非理則退。」

 

六、不要講怪力亂神

「徒兒啊！你們辦事要注意，不要隨便

去講怪力亂神的話。有些人會神通，是不是

啊？這樣是不好的。你們有人還有第六感，

會通鬼神啊！」這些對道場來說有一定的影

響，為什麼？離開了自性，不能回歸自性，

對修道也沒有幫助。

七、穩住心性莫亂跑

「將你的這顆心穩住，才不會隨波逐

流。看到什麼好的，就跟著去！人家說那邊

的廟特別新，就一窩蜂地跑去；那邊的戲特

別好看，也一窩蜂地跑去看；那邊的醫生特

別好，又跟著去看。你有沒有先判斷判斷，

想一想是不是合情合理，如你所要呢？」

八、不要追求感應

「要記得，道就是你與生俱來的佛性，

你要能夠去把它發揚光大，不要老是心裡面

想著要有什麼感應。如果真要有什麼感應，

那就了不可得，懂嗎？把這個理給認清楚

了，你才能做自己的主人哪！」

九、不能用神通成全人

「你說你會看三世因果，告訴道親他上

輩子是什麼，這輩子，要他快拿一些錢出來

助道，這樣都不是以理來成全的，都不穩

當，明白嗎？」

十、這輩子修道才是真

「你會看三世因果，道親要你幫他看看

他下輩子會做什麼；你如果可以替他看到下

輩子會成仙做佛，那麼他這輩子是不是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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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了？話不是這麼講，你這輩子不修，下

輩子什麼都不是啊！你這輩子要修，你下輩

子肯定是仙佛菩薩，如果是仙佛菩薩，那也

就沒有下輩子了，你上輩子是什麼，重要

嗎？」《皇 訓子十誡》中，老 慈悲：

「任爾是大羅仙、佛祖降世，無真功、無實

善，難返瑤林。」你不要以為你是什麼大菩

薩降世，你一樣要經過求道，還要經過侯老

師所說的「火裡栽蓮」，你才能夠再成就。

十一、不修，一切都沒用

「一定要執著我以前是天上哪一宮、哪

一府、哪一殿的仙女嗎？何需去執著這個

呢？」因一旦執著，你就會起愩高的心，

「就算你前輩子是玉皇大天尊、你是觀世音

菩薩，你這輩子不修，你下輩子什麼都不

是，聽懂嗎？」大家可以用智慧去分析。

十二、平安回天最重要

「修道不能只走到一半，認為不稀奇、

沒感應就不修了。現在奇奇怪怪的太多了，

要選擇一條正確的路能讓我們回理天，這才

重要！」我們要找到真道盤，我們要正邪辨

清，要認清道，堅定自己的立場，與其求神

問佛，不如反求自心，因為心即是佛、佛即

是心，你搞定自己的心，你就可以成佛。

實踐佛心　方證佛果

曾經有一位尊者請教老師：風水對修道

有沒有關係呢？老師回答：風水對修道有關

係，可能你住家漂亮一點，或者你開的車跟

人家不一樣，但是對成道沒有關係。為什

麼？成道要講佛心的，你想成道，就一定要

有佛心、做佛事，去行菩薩行，這些跟風水

沒有關係。所以大家對道真的要好好去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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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們的目標為什麼怎樣都做不到呢？

原來是忘了先培志。你求了道，你先要培

志，首先是三不離：不離佛堂、不離善知

識、不離經典，也就是要常回佛堂參班聽

道，這是最根本的。因為聽得多，你自然就

明白了，對不對？很多同修可以開家壇、立

大愿，他憑的是什麼？後學見了很多，他們

就是憑著參班，很努力地參班，很努力地去

請益，又肯去研究，因為悟理才可以真修，

研理才可以達道。

後學到加拿大差不多二十六年了，幾十

年前，前人很慈悲，在加拿大開了「經學

班」，當時參班的一班同修，到了今天，後

學還是常常在道場遇到他們。為什麼他們不

會流失？就是因為「經學班」對他們的影響

非常大，他們專注研究經典，終於肯定了真

道盤、真明師，沒錯了，堅定了立場，還會

不會跑掉？所以求道之後，首先就要聽道明

理─你不明理怎麼立愿？你明了理，再來才

有：我要開家壇、我可以接引眾生、搭幫助

道，甚至開荒下種。立愿之後，最重要的是

什麼？養志，志願你要養好，不要被別人騷

擾，有脾氣毛病就要安心養病，就要嚴守戒

律，不要被人影響你修道，嚴守戒律自然就

能夠養出聖胎，接著就要維持住。我們在修

行、辦道當中，很多時候遭遇到挫折、不圓

滿的地方，怎麼辦呢？一定要將自己的問題

找出來改過；改過自新你才能夠同註天盤、

堅志持愿，才能夠成佛。

莫在輪迴裡空忙

會半途而廢的第三個原因就是：無心修

識，如果我們本身能夠認清道，那麼你扎根

沒問題了，做為壇主人才，才不致以盲引

盲。但因為很多同修剛求道時，對於「得

道」與「入教」是分不清的，我們要花很多

時間去跟他解釋，如果我們不花時間去跟他

解釋、讓他認清道的話，他扎不到根的。

入教門是依什麼去修呢？依佛語。如

道教的《清靜經》、《道德經》和《南華

經》，全部都是佛語。如果教徒們可以專心

修持，就等於修「因」，將來回到天上時，

可以再下凡投生做有道人家的子女，此時便

有機會求「明師一指點」，這便是得「果」

─包括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經過耶穌的欽

選，都可以這樣。但是，得要經過多少世

呀！我們看一下悟達國師的個案。大家都知

道「水懺」，很出名的，悟達國師十世為方

丈，都不能夠修成功，大家想一下，修因用

了多少時間？再看看我們，只要祖德夠、有

佛緣、有根基、前世有修，今生就可以得

道，就可以找回我們的佛心─就是方寸之地

的不二法門；找到之後怎麼樣？好像我們的

王老前人天德菩薩，她老不識字，也沒有懂

很多佛語，但是她知道佛心、實踐佛心，所

以她可以證果。請大家去體會一下，也真的

要用很長的時間去解釋給道親們聽。

研理達道　悟理真修

第二點，祖師說我們半途而廢的原因，

就是：道理不明─對真理不用心探究，不能

悟理真修，不能研理達道。也就是說：我們

求了道之後，是不是有那麼容易發心呢？

真的不容易的。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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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世間心不能看破，不能一了永了，說時

似悟、對境又迷，被「財、色、氣」三魔入

侵而退志，半途而廢。後學看到很多同修，

入了寶山卻空手而回，根沒扎穩、左閃右

跑，甚至於有一定的道齡和資歷的，也因為

認道不清而流失；有些人是對世間的名利看

不破。後學聽馮點師講他自己的因緣，在後

天環境的高峰期，他能夠退下來辦道，這就

是他明智的選擇。為什麼他會有明智的選擇

呢？因為他對世間心已經看破了，賺再多錢

也不能超生了死。後學記得南海古佛慈悲：

「世間苦，輪迴長，莫在輪迴裡空忙」。某

位同修他說他的寵物歸空了，他很痛苦，後

學就想：當我們有了憐憫的心，我們要接受

多少愛別離的痛苦呢？人生單單愛別離這一

項苦，就已經夠受的了。

 

在這個疫情中，後學媽媽也因為因緣離

世，後學苦到怎樣呢？後學回香港探望媽

媽，因為疫情，得先隔離21天，所以真正

陪伴母親只有15天；15天後，因為要處理

佛堂報稅的事，後學從香港趕回加拿大，在

起飛的第二天，媽媽突然就歸空了，後學無

法親自到現場，唯有在視訊裡看著媽媽的喪

禮、看著她下葬。從媽媽歸空到現在，後學

都還沒放下，因為以前每晚都會打電話跟媽

媽聊天⋯⋯

所以南海古佛這句話真的很慈悲，一個

愛別離已經這麼苦了，何況「生如生龜脫

殼，死如活牛剝皮」呢？因此，我們對世

間的名與利一定要看破，就算你有萬貫家

財，但是能不能了生死呢？能不能逃出閻

君的手呢？絕對不可能。處於一日千變的

現今，我們一定要珍惜光陰，我們已經有

這個因緣、這個福氣來求道、修道，一定可

以成功的。

每一位仙佛都很掛念我們，擔心我們在

修辦中，會不會因為一些問題而改志退道。

前人多麼慈悲，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也堅持要開班，全是她老對我們一班後學的

擔心。因為大家身為一個壇主、人才，已經

超越了「培志、立志、養志」的階段，來到

了「勵志」與「堅志」的階段。後學記得葛

前人歸空時，他老已經回到天上了、有果位

了，但他依然擔心一班後學的問題，現在前

人的心境也是一樣。前人擔心一班的後學、

同修「辦事缺乏經驗」。

辦事經驗　謙心學習

現在辦超拔是由前人統一超拔，過去後

學曾有幸得到機會，學習辦過一次超拔，但

是那一次差點出錯。那時葛前人慈悲：「不

如你試試學習辦超拔！」後學那時不明白它

的重要性，以為跟辦道差不多，後來才知

道：原來有好多細節要注意。當晚約了人求

道，葛前人擔心有疏漏，特別派了一位前輩

來提醒後學，殊不知剛好那天塞車，那位前

輩沒辦法準時到，而四位求道人又趕著離

開，怎麼辦呢？辦超拔的程序後學都了解，

因為曾經看前人和前輩辦過，但是有一件事

情疏忽了，就是「陰表和陽表要一起焚」─

大家知道後學錯在那裡嗎？就是先焚了陽

表，慘了，前輩來了看見，問道：「你焚

表了？等一下焚陰表時如果沒人求道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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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全部的人都站在那裡，仙佛也站在那

裡，祖先也站在那裡，還好上天真的很慈

悲，後來再來四位新求道人，剛好補了缺。

那天後學所犯的錯，真的是很嚴重，所以辦

事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在佛堂，我們看

著前輩的每一個應對進退，都要好好去學

習、好好去體會才行。

還有一次，記得那時跟郭岳躍先生剛認

識，很投緣，每年我們都會一起跟著前人到

俄亥俄州法會學習，當時郭先生跟後學開玩

笑說：「劉點師，你那個艇仔粥還蠻好吃

的，不如做一些試試？」這是人情，後學當

時對這些禮節不懂，所以就低著頭；但是請

示前人之後，前人教導，後學就學到了。前

人說：「一場法會中的菜單，事前是經過大

家開會決定的，只要是開會決定好的事情，

不可以隨便改的。」大家明白嗎？這就是規

矩，開會的意思就是議事，議完事就是決

議，決議之後就是實行，千萬不要隨便再

改。

後學記得一九九六年曾到台灣，那時因

前人慈悲後學：「你沒有經驗，不如到台灣

學習怎麼栽培年輕人。」後學當時承前人的

命去了台灣，不經意間想到台北盧惠英點傳

師，心想好久沒見到她了，不如先去看看她

好了。結果呢？前人就慈悲了：「這是佛

規，你聽命來這邊去青年班取經，首先就要

來金山道院，後面有什麼其他需求可以再請

示，請示過、沒問題以後，你才可以去別的

地方。」這就是佛規禮節。後學那時沒經

驗、也不懂，所以從錯誤當中學習經驗，現

在就不會犯這種錯誤了。所以「經驗」是非

常重要的，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懂很多，

就高高在上；我們要學「謙」字，你就六爻

皆吉了。

自我惕勵　同心同德

前人還掛念什麼呢？第二，掛念我們

「宗旨未定」─不管是新道親也好、或者壇

主也好，對於修道的宗旨不能夠堅定；第三

是「標杆做不好」─大家知道修道的宗旨是

「盡人道，達天道」，如果我們自己做得不

好，那你怎麼去成全人？你想渡人，但你不

先正己，人家怎麼會相信你？所以我們要從

修道明理當中去改變自己，欲修其身，先正

其心，首先自己要先做好標杆。

第四就是「目標難自從」。好像游泳一

樣，游到一半感到心力不足，怎麼辦呢？就

要整理好腳步，惕勵自己：我哪裡不足？你

要找出源頭、剔除積弊，就能重新再發菩提

心了。

第五是掛念「手足無溫情」。前人曾經

慈悲：道親與壇主之間有時會有矛盾、會互

相排擠；一排擠，還會回佛堂嗎？肯定不

會。所以我們今天修道，手足與手足之間，

要有一份道情，這份道情比親情還要堅固，

這才是對的。怎麼做呢？扶圓補缺，互相填

補不足，你不足的，我補你，這樣叫「同心

同德」；反之，如果勾心鬥角、互相矛盾，

受害的不單單是自己，一班的新道親看見你

們壇主人才都這樣，他怎麼可能回來修道？

一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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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執著理不明」。為什麼一個

人不肯發心修道？原來就是對名利的心看

不破，你要慢慢開導他。知道新道親的執

著在哪裡之後，你身為壇主人才就要開導

他，令他去除世間心，發「出世」的志，

努力修道，就符合了壇主人才的立場與責

任。

以上「經驗不夠、宗旨不定、標杆做不

好、目標難自從、手足無溫情、執著理不

明」，都是我們壇主人才容易欠缺的，也是

前人擔心我們的地方。

一人愚迷　萬人同墜

《皇 訓子十誡》，明明上帝慈悲：

「為領袖，為壇主，責任重大；

　一人愚，萬人墜，誤己誤人；

　如若是，一人明，智慧廣大；

　能引賢，能調眾，萬人成真。」

為什麼「一人愚萬人墜」？帶動偏差，

萬靈墜落，因為每位得道修行之士加上與他

有關的九玄七祖的靈，有多少呢？仙佛說總

共有六萬四千多的數字。所以大家要很小

心，千萬不要想「無所謂啦！」當這個人退

了道，他的祖先原本可以上岸的，責任歸於

誰？歸於壇主人才。有一位廣澤尊王曾問：

「在道盤中變心，並煽動道親離道，或誘道

親另覓旁門左道，上天該怎麼處置？」這一

定是認道不清、認道不明的人了，靈隱禪師

答曰：儘量設法挽救，至於無法挽救者，默

擯也（即不理他的意思，將來其惡果就讓他

自己承擔，仙佛也沒有辦法了）；至於煽動

道親離道，或誘道親入旁門者，其惡果不堪

設想也，將來入畜生道尚難抵償也。」為什

麼落入畜生道也抵償不了呢？因為考倒了一

個，就六萬四千幾個靈，這個帳要怎麼算？

當然落入畜生道也還不完了！所以為什麼壇

主及人才自己要認清真道盤？為什麼需要明

理？這就是很主要的因素。但老 也說：如

果你有智慧的話，就能帶動大家一起真修。

活佛恩師慈悲：有智慧之人，就是要見機、

造機而轉機─用後天之力量，助先天之大道

推行。「見機」就是見了時機則乘之，就是

有機可乘，這是「緣」；「造機」就是自己

去創造機會，這就是造「因」；「轉機」就

是時機成熟了，就利用機會去做成己成人、

利己利他的事。

 

後學再舉一個令人讚嘆的實例。很多同

修應該都試過後學做的素鹹魚，好像在英

國，後學就做了很多，然後分送給幾間佛

堂。教後學做素鹹魚的前輩已經歸空了，她

就是普德佛堂的鍾點傳師。當時後學剛來到

加拿大，因戴點師及鍾點師都還住在普德佛

堂，前人慈悲：「不如你也去那邊啦！」後

學於是在溫哥華住了一年多的時間，空閒時

就會請示一下前輩：「鍾點師，您是怎麼求

道的呀？」她告訴後學，原來那時她就住在

香港有德佛堂樓下，未求道之前，個性非常

急躁、非常霸道，喜歡佔人便宜，就算曬衣

服也要多佔一些位子；那麼其他道親就上去

跟顧前人投訴了，說：「前人慈悲，有一個

太太好囂張！」前人心想：妳這麼霸道對不

對？好！我就要渡妳。成不成功？成功了，

前人用什麼方法呢？前人用一個「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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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那位姓梁的太太，恭恭敬敬，又問早

安，又不斷關懷，慢慢引她回佛堂，循循善

誘，後來推薦她、保她為點傳師；直到九十

幾歲歸空，這位鍾點傳師對道場都是忠心耿

耿，後學當時住在那裡的那段時間，她都把

後學當成自己的孩子，很愛護後學。

所以大家了解到，我們知道度人難，但

是如果我們立穩自己的目標，有一份真心，

一樣可以像前人化阻力為助力，我們把在佛

堂學到的「溫良恭儉讓」拿出來，一定可以

成功的。

汝心一真城可破

那麼，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堅志持愿

呢？在《皇 訓子十誡》裡，明明上帝慈悲：

「必須要立定了沖天大愿，

　貴乎汝實行辦正己成人；

　掛虛名圖好看濫竽充數，

　像如此難以返極樂家園。」

大家都知道，我們一定要自己先立愿。

為什麼呢？老師曾經說過：「無愿難恆心

志，無愿難化眾生；無愿難修聖德，無愿難

成聖業。」就是說：這個愿就是你的真心，

千真萬確的真心。後學自己曾經歷過一件

事。有一次去愛民頓開法會，老師臨壇，後

學藉此因緣向老師吐苦水，表明自己修道、

辦道經驗不夠，遇到很多的困難，老師一句

話點醒後學，這句話大家都適用，可以去探

究，老師怎麼說呢？老師說：「汝心一真城

可破」，老師說你的心一真，城池都可以攻

破，城門都被你打開，厲不厲害？這句話大

家都適用，就好像前人度梁太太，可以度她

成為一位點傳師，甚至成了道，厲不厲害？

我們讚不讚嘆？就是這句話，前人的愿，前

人的目標。所以愿力以及自己的真心非常重

要。

那麼用什麼方法呢？用五種力，這「五

力」首先要淨五根，我們要做工夫，這五種

力量就會跑出來了。這是永嘉禪師說的「淨

五根，得五力」；五根五力就是：

信力：信根增長　能破疑障 

進力：進根增長　能破懶怠

念力：念根增長　能破昏忘

定力：定根增長　能破散亂 

慧力：慧根增長　能破愚痴

因為障礙、懈怠、昏忘、散亂、愚痴這

些都是病。信力是依信根增加，對三寶堅信

不壞，能破一切疑惑，不受邪信所迷。大家

都聽過前人慈悲，我們有信心就有力量，你

沒有信心就沒有力量。要對什麼有信心呢？

對三寶要有信心。關法律主就曾經慈悲：

「身為濟公的弟子，普渡三曹的責任，每一

位都有責任。要明白壇主、講師之天職，辦

事人員、講員之天職。擔任點傳師，就要帶

領後學們走上正道，不是旁門左道，講師、

壇主也一樣，理路不正確，會有多少眾生流

浪生死？『由先天走上後天』的白陽弟子有

多少？認理不清，帶走了多少白陽弟子？新

道親不明道理，要講、要說、要勸，是要怪

道場？還是要怪個人？剛求道，懂多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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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講，怎麼能知？求道後『三寶』要記住，

『謹記在心，方可回天』，不要蠻不在乎。

切記關某今天所說！」

不識玄關修不成

後學在最初求道的時間很幸運，因為那

間宏德佛堂常常有很多人求道，後學到佛堂

時，常常聽三寶。有位資深的何西海壇主，

常用兩段話啟發後學，就是虛雲法師慈悲

的：「人人眼橫，個個鼻直，論甚麼動靜語

默，說甚麼得力不得力。唉！不因漁父引，爭

得到桃源。識不識，空相憶。」眼橫鼻直就是

不二法門，一個心法，你求了道，你可以體

會到這個東西，你就不會入左道旁門了。虛

雲法師說：「我只知道眼是橫、鼻是直」，

證明他已經得道了，但是在佛門當中，上萬

個和尚未必有一個可以得道，虛雲法師卻有

緣可得道。前人也常常提醒我們要學習虛雲

法師的不執著，能夠知道修道的焦點，並不

是在身體上去做功德，或講經說法說得很

好，或是靜坐、參話頭等，這幾樣都無法超

生了死，不管做得多厲害都沒用；如果不能

得到明師的指點─「漁夫」就是指明師，怎

麼會有方向讓你立定呢？所以能夠得到明師

一指的話，前輩曾經慈悲過，起碼省了差不

多二十幾年的時間。為什麼？因為方向不會

跑錯，因為每個人拿到了ＧＰＳ，還怕到不

了目的地嗎？否則的話，單憑「借手指月」

─月就是你自己的心，說「心即是佛」，是

沒有用的，沒得到明師一指點是沒用的。

「證道歌」的作者永嘉禪師、玄策禪

師，一定得先得到六祖印證，才能做這首

「證道歌」，為什麼呢？這就是明師引證的

寶貴。還有，何壇主也經常舉皇 的壇詩，

像這一首：

　「玄關本是無價寶，留在人間渡眾生；

　　千佛萬祖憑此修，不識玄關修不成。」

他每次講道都拿出來用，但是每次說法

都不一樣，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他光是解

釋「千佛萬祖憑此修」這句，就拿出了許多

的公案─靈山會、考三乘、達摩傳道給神

光，好多的變化，四祖傳五祖，好多的典

故，他可以一一舉例，讓道親明白：千佛萬

祖都要經過求道、得道、修道以至於成道的

這些階段。如果每一位道親能夠對三寶充分

了解，然後去修道、守道而不離道，那麼他

一定會有精進力，會回佛堂聽道，然後明

理，對不對？那麼他的念頭也會集中，能從

一個普通的道親，走到一位成道的仙佛菩

薩。

二六時中　念念不離

我們看王老前人，她老對念頭的控制，

力求造極─老師慈悲我們：修道的弊病就是

不求造極。我們看看王老前人的座右銘：

「二六時中，念念不離這個」，這也是王老

前人修道的原則。後學也曾經聽葛前人慈悲

過，他說：「時刻反省自己的身心，動靜語

默不離道場」─是不是力求造極呢？由一個

凡夫到證果的仙佛，他們的念頭可以控制得

很好，那麼堅定。我們看到他們的念力和定

力是不同凡響的，慧力與判斷的能力都同時

會出現，好快的。但是我們呢？你可以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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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也都是從求道開始，得到前輩悉心栽

培；也都是由得此一指點開始─知止而後

有定，作為一個開始，立定自己目標、志

向。所以，老 要我們發勇猛心，什麼是

「勇」？仙佛說：「縱萬刃貫胸，而心無懼

色。」就是說在你修道當中─正如侯老師提

到的火裡栽蓮，遇到很多逆境，你都能夠

一一用道念化解，化阻為助，那麼在修道路

途中，勇之所在，你就能夠做到力竭身枯、

志竭道成，朝著自己所立的目標與方向不斷

前進。

今年的雪下得特別厲害，有一次，剷完

佛堂的雪又換剷家裡的雪，那個雪下得差不

多像神光一樣立雪齊腰。後學突然有一個感

悟：我們修行的這條路，常州道場的這條

路，是怎麼換來的呢？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

走得這麼順利呢？就是有很多前輩，好比拎

著鏟子的先鋒，他們用幾十年的勞改、用他

們的犧牲換來的，我們辛苦些又算什麼呢？

是應該的。這些前輩真的做到「勇」了，我

們真的是望塵莫及啊。這亦是前人要我們堅

志持愿，朝著這個目標，有始有終的完成。

只要我們能夠經常整飭腳步、感恩懺

悔、堅志持愿，保持道心不退轉，勇往直

前，至誠不息，定能貫徹始終，將來道成天

上、名留人間。

不離這個嗎？這個念頭一起，已經不知道跑

到哪裡去了，叩頭的時候都妄念紛飛。記

得院長大人曾經慈悲，他說一個修道人怎

麼樣？「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擇其

輕」；什麼對道體有益的，他都會取捨，什

麼對道體有害的，他一定不會去做，他有那

樣的果決與能力，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慧

力。慧力是慧根增長，能夠遮止（消除）三

界見思二惑，而得解脫，證阿羅漢果。大家

要了解到：我們行菩薩道，沒有那麼簡單，

見惑是我執，思惑是物執，對於自我執著、

對於物執，很多修者在天道佛堂已經可以突

破了，在修道過程中很容易取捨，壇主愿中

有一條「重聖輕凡」，如果做不到這條愿，

我們要慚愧了。

化阻為助　貫徹始終

總之，大家要了解：壇主人才是佛堂的

棟樑，是點傳師的骨筋。明明上帝慈悲：

「望我的原佛子，早些快惺，

　猛勇進，貫始終，定然成真；

　外功滿，內功圓，速速渡化，

　上乘位，千葉蓮，立於凡塵。」

 

有道是「天上果位人間證」。有那麼多

的榜樣，像慈眉道人、很多的真君、元君，

他們都經歷過一定的階段；而我們每位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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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愛民頓　孫振明點傳師

在這兩年疫情當中，所有的道務都停止─

大家都聽到香港政府想將病毒清零，但是病毒

沒清零之前，後學很慚愧，道務上真的幾乎清

零！那麼我們怎樣從頭來過呢？就必須更加努

力。這次的「德業精進班」，就是讓我們能重

新去真正掌握自己的責任，以及了解日後如何

辦事。後學很坦白地說：日後再開步，是會更

加困難的，但是我們都不可以放棄。這次班

期，前人慈悲了「自戒信條」，告訴我們：如

果不懂得告誡自己，一旦放鬆的話，就很難再

提升自己的心靈，所以必須要自己警惕自己：

怎麼樣能夠防非止惡，好好地守住自己的道

心？這是很重要的。班期中，講師們不斷不斷

地提醒我們：我們已經領了老師的命，身上所

擔負的，是代替老師去弘法、去傳道的使命，

要好好投身在這個聖業上、好好去修持。對於

「佛規禮節」這個題目，後學有一個小小感

受，就是我們一般在成全後學時，除了注重舉

手投足、依照動作去做、進五步、退五步是什

麼意思等等之外，在精神方面，如何在修行上

能亦步亦趨地跟隨前人的腳步，這個就是重

點，我們要好好去持守。

後學在這次班期當中，最大的感動是聽到

王明俊點傳師在課中播放道歌「慈暉之光」，

這首歌的歌詞重新激發起後學三十年前求道時

的初心，好像是一個奄奄一息的重病者，突然

之間被打了一劑強心針，整個人振奮了起來。

這首歌詞說「我們修道修心，辦道盡心」─修

行上不說功德、什麼都不說，修心盡心已經足

夠；當我們遇到考驗時，要放下身段，好像一

座橋，讓後學們踏著我們的背，往光明的路走

去。感謝前人慈悲開設「德業精進班」，讓我

點傳師德業精進班

點師班孫振明點傳師線上心聲迴響。

2022美加歐法會
心聲迴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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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無論什麼時候回來，都能有各種的

加油、充電，讓我們能夠繼續努力、

學習去面對困難，這才是最重要的，

謝謝大家。

◎美國紐約　盧建德點傳師

這次的班期，雖然現場參班的人

只有十三位─當然網路上還有其他地

方很多點傳師參與，但人雖少，並沒

有失去莊嚴，每個人都很認真─認真

才能認理歸真。講師也很認真，好比

台灣的前輩，因為剛好遇到大停電，聽說第一天陳冠

雄點傳師是追著電跑，哪邊有電就去哪，等於用錄

製，但是錄著錄著又停電，也不知道重複多少次才成

功。再加上時差─台灣跟紐約相差十三個鐘頭，算是

半夜講課，但是台灣的點師以及前輩仍然看起來很有

精神，非常認真地去講解。後學也看到很多同修請假

回來參與，先前還經過很多次的演練與嘗試。後學看

到很多前輩都睡眠不足，但仍然提起精神，一早就回

到佛堂，不希望遲到；很多辦事員都睡在佛堂，就是

怕遲到。後學記得老師有首偈：「有種責任是普渡眾

生，有種責任是保護道場，有種責任是照顧後學，有

種責任是立愿了愿，有種責任是薪火相傳。」雖然短

短五句話，但是可以了解我們的責任是非常重的。前

點師班前人獻結緣香。

點師班前人慈悲。

點師班盧建德點傳師心聲迴響。

點師班請壇禮。

人的責任更是重大，但她老都能一一做

到，讓我們有所依循。以上短短心聲跟

大家分享，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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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　岑永鏗點傳師

前人慈悲讓我們有機會學習，

聽過非常多前輩提起前人對教育同

修的苦心，感激前人。這兩天半的

時間，後學得益不少。第一課陳點

師的慈悲，讓我們新領命的小後學

能夠明白領命愿的真義，因為立愿

的時候，真的好像點傳師所說的，

只記得最後幾個字，但實際責任在

哪並不清楚，感謝這堂課提供很多

資料，讓我們以後看看哪邊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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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師班於加拿大仁德佛堂同步上課。點師班於美國重德佛堂上課。

點師班岑永鏗點傳師心聲迴響。

點師班於美國重德佛堂分組討論。

不好，可以改善。第二課就是王明俊點傳師所說的「契機」，契

機好像很簡單，但是聽完王點師慈悲之後，對於契機的配合、

理解又有不同看法。這次班期的幕後有很多無畏施及辦事員，

付出他們很多的時間，無論是清潔還是廚房工作，以及支援網

路技術─這項更加困難了。雖然上了兩天課程，加起來可能不

到十五個鐘頭，但後學知道他們事前的準備以及排練，起碼用

了幾十個鐘頭。讓後學體悟到：如果我們能將這種願意犧牲時

間、不斷改進又改進的精神，也放在學道修行與辦道各方面，

相信錯誤會逐漸減少。每一場法會，不單有前人的苦心、各位

點傳師的成全，加上許多辦事人員、工作人員鼎力相助，所以

要珍惜每次參班的學習機會。再一次感謝上天慈悲，感謝前人

慈悲，各位點傳師成全，各位辦事人員的苦心，謝謝大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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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慈悲　攝影／李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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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前人成道廿三週年
追思紀念

今天是老前人的成道追思，我們

做為一個後學、做為一個後輩，今天

在這裡為老前人盡一點點的心意。我

們都知道：老前人在世的時間，一切

都是親力親為，那種辦道的精神、辦

道的苦心和犧牲，全印在我們一班後

學的腦海之中。希望大家不要忘記老

前人的苦心，從今之後，更加要努

力、更加要盡心。因為道是無形無象

的，全靠我們以身作則。希望我們大

家作為後學的，能夠追隨著老前人的精神，繼續她的志向、繼續她的心愿，努力精

進；在任何的環境之下，都能同心同德、始終如一，永遠盡心盡力、代天宣化─好

像老前人的志向一樣，到臨終都是以道為重。如此，方才盡到做後學的一番心意，

也才不辜負老前人對我們的栽培。

（2022年5月7日於紐約重德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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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十七章

變道章（知有章）（上）
◎澳洲　顏世龍

〈章節要旨〉

● 第十七章是變道章，也是知有章；指出了

四種治世的狀況與其分別之處，同時也反

應出大道晦後，世道變遷的狀況，套用在

現今的社會裡，也不難預知緊接即將發生

之連鎖反應，套用在自己修道的實況下，

更是擁有同樣之功效，實可作為借鏡。

● 此章老子聖人無疑道出了最理想的治世方

法，同時亦是老子聖人的中心思想－無為

而為、無為而治，可是又有多少世人讀得

懂老子聖人的心呢？

● 無為而治不是掌控，不是督促，不是享有

名利與權威，而是一切隨順自然，讓眾生

各自的明理，能明理定能自治，大家若能

夠自治，天下就必是太平安定，呈現一片

祥和之氣。

● 如此才是真正的治國、治家、治身、治心

之道呀！

〈要句註解〉

● 太上：至上、最好，指最好的統治者，或

是有道君王；這裡也有「上上策」之意。

● 不知有之：人民不知有統治者的存在。

● 信不足：對上而言，上不取信於民。

● 焉有不信：對下而言，民不信。

● 猶兮：安然自在的樣子，從容不迫。

● 貴言：貴其言，行不言之教，無為而為

也；指不輕易發號施令；不多言多做事－

身教勝於言教。

● 自然：本來就如此。

〈白話翻譯〉

● 上古時候，盛德之聖君在治理天下時，都

能行無言之教，處無為之事，因為這樣使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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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百姓不知不覺地都自化了，如此暗受

著聖君的恩賜，但卻從未發覺君王的存

在。此乃是上上策、最佳之方案也。

● 再其次的是賢明國君，雖然他們不能像上

古之聖君一樣，純樸無為，但還是能夠以

德來去教化老百姓、親近老百姓，行仁義

立制度，如此仁德的國君，還是能得到天

下老百姓們的稱讚頌揚。

● 再其次的國君，卻會是以刑政賞罰等等的

法規、法律，來去教化老百姓，治理他

們，不讓老百姓們胡作非為。這樣的國

君，只能讓老百姓們畏懼他。

● 再更次等，也是最下一等的國君，卻是善

於使用奸謀詭計，來欺騙、殘害老百姓，

根本是無道德可言。如此君王，老百姓只

會輕視他，最終可能還會回過頭來侮辱

他。

● 為什麼會是這樣？且因這類的君王，自己

本身的誠信不足，因此又如何能夠讓老百

姓去取信於他？這也說明了在位的君王，

如果沒有任何誠信之德，那在下的人民也

會同樣的不以誠信來對待他。

● 因此，一位有盛德的君王，他真正的治理

之道，即是要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不會輕易的發號施令；更重要的是他要

「言之有信」。

● 他會使人民都能安居樂業，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使老百姓

們都能順利地將自己的事做好，素位而

行，安份守己。一切都是默默的去進行

著，這種的治世之道，才可算是真正的大

功告成啊！ 

● 然而大功告成之後，人民還完全不曉得這

些都是君王所賜、君王的功勞，反而還以

為說這一切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 懂得依此治世之君王，才可稱得上是最上

等無為的國君呀。

● 如果將範圍縮小，從一個國家，到社區、

公司、家、自身、自心，這又何嘗不是一

個最上乘的自理之道？

〈心得分享〉

太上不知有之

● 這一句是在講述無為而治的重要性；無為

而治無疑是最理想、最高境界的治理方

法，也是古今中外各管理者所追求的最佳

管理目標；因為它完全不需要任何繁瑣的

規律或法律來去管束民眾，簡單不複雜，

這樣大家就能夠自治，自我管理、自我約

束，多麼讚啊！哪還需要什麼所謂的規

範？

● 後學於第二章時就有提出了這個觀念，這

一個管理方式非常的奇特，因為它是一個

完全不需要管理的管理！這樣的管理方

式，可以為一家公司節省多少的費用？其

實一家公司，讓人最頭痛的就是人事問

題。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習性及脾氣

毛病，看看現今公司裡面，一本員工手冊

多麼的厚，裡頭要員工遵守的規則多麼的

多，更不用談什麼現今的法律了，因為那

都不是我們家裡隨便一個書櫃就可以擺放

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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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是儘管員工手冊多麼厚重，有

誰會真的全部去認真看完，將每一條都認

真去了解、背誦起來、銘記在心再去遵

守？事實上卻是規則越多造反的也越多，

蓄意破壞的更不少，這就是在第四點之

「其次侮之」時所提出來的連鎖反應了。

● 如果將此範圍縮小到個人家庭，所謂「家

家有本難唸的經」，如果一切和平都沒有

任何的煩惱產生，不知道大家認為好不好

呢？先生盡責顧家，太太溫淑賢慧，子女

聽話懂事，什麼事情都自動自發，不用操

心費力，這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憧憬的畫

面？

● 如果再縮小到修身，一個人若是可以無

為，內心世界裡的煩惱、憂慮、不平、妒

嫉等等負面情緒定會逐漸的消失無影無

蹤，那些心中種種的心病毛病都會不藥而

癒，什麼問題都會被治好，此時的自己將

會大自在、法喜充滿，這不是自己夢寐以

求的嗎？

● 可見無為而治真是大家的理想目標，只不

過卻不是現今人們所那麼容易了解、容易

接受採納的理念啊！我們都想要，但同時

也想保有之前所提及的種種不好的習慣與

慾望，因為它們真的是太吸引人了；這怎

麼可能？魚與熊掌，怎麼可能兩者兼得？

世人就是這麼的貪心，很是矛盾！

● 為什麼會這樣？且因世人被三毒毒害得太

深了，深怕一旦放了手，自己一無所有。

研究《道德經》其實就是要我們看清楚這

一點、明白這一點。世間上的每一樣東西

都不是我們所能擁有的，包括了我們的這

一個肉體；這一切都只不過是上天讓我們

在這紅塵當過客時，暫借我們使用罷了。

我們擁有的只有使用權，卻沒有擁有權。

就好比說，我們整天拼命地賺錢來供房

子，最後總算讓我們把貸款還清了，但是

這在我們名下的房屋契又能夠讓我們緊握

在手裡多久？三十年？五十年？有一天，

當我們拱手而去之時，這屋契又轉名到我

們子女甚至是其他人的手裡，這時這房子

不再是屬於我們的了。

●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消極，其實一點也不，

會消極是因為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眼前的

東西而已，卻看不到未來的或是事情的整

體，就像井底之蛙，永遠看到的只是井裡

面的圍牆和井口上的那一小片天空，卻也

永遠看不到井口外面的那一片天外天。老

子聖人就是要我們認清這一點，去面對

它，如此才有辦法去超脫。

● 當自己可以對紅塵的事事物物不再執著之

時，相信那也是自然可以得大自在之際。

● 有次和一位住在英國的朋友通電話，電話

中她告訴後學，說她每年都會去泰國一趟

拜四面佛，去還願。後學很好奇（英國到

泰國是長途旅程，費用想必也不少）的問

她說：「那妳都求什麼願？都要飛那麼遠

到泰國去還願？」朋友說：「家人都健健

康康、買房子順順利利、生意興隆、平平

穩穩過一年」。後學笑著回答她說：「妳

好貪心啊，每個人只有三個願望，妳卻要

了四個。」

● 之後，後學在想這些願望其實都很實在，

可是世事無常，不時的在變化當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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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如願嗎？因為：

○ 家人都健健康康：這肉身也有不管用，

出毛病的一天。

○ 買房子順順利利：如先前所說的，若干

年後又會換到誰的名下？

○ 生意興隆：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世間有

好的一定也有壞，沒有一個絕對，陰陽

好壞就這麼一直的替換著；每日股票的

起伏就是最佳例子。（記得柯達公司

Kodak，曾是底片界的大哥大，非常的

風光，但是現在呢？逐漸的被數位照片

取代，而消聲匿跡了。）

○ 平平穩穩過一年：花無百日紅，人無千

日好。（這「平穩」該是向內求，抑或

是向外尋呢？）

● 難道這一切就沒有解決之道？有！就是要

跳出去那一口井，去看看井外的那一片天

外天，但是首要條件就是要先懂得「跳出

去」，欲跳出去唯有無為，無為就是要先

卸下了我們肩上背負許久雜七雜八的垃

圾，這些是萬緣，萬緣放不下又何以來提

昇？

● 放下，不就是為了要跳得更高？

● 老子聖人在指引我們的就是要我們走向那

恆久之道，成就生生世世不朽之聖業！這

才是真正的解脫之道呀！

● 如果從章文的前四點來看，其實只有第一

點是無為的，而其他三點且是屬於有為

的；第二、第三點雖不算太差，但是畢竟

是不圓滿，還是會有漏洞的。

● 因此，要無為而治，首先即是要依理而

治、依理而辦，不迫害他人、不以自己的

慾望偏見去操控他人，使大家都能夠明

理，素位而行，各盡爾職，自然地生活。

● 一個人若能夠明理，於自心中會以戒為

師，這心戒一旦生起，遠遠超越了外在的

任何戒律，因為有這心戒，這一個人無時

無刻都會自律自治，再推廣到每一個人的

身上，這不就是大同世界嗎？家裡哪還需

要鐵窗？大門哪還需要深鎖？

● 如果套用在佛堂，十五條的 定佛規，如

果可以烙印在自己心中，展現在自己的每

一舉手投足之中，哪還需要將之掛於牆

上，並每次經過時去口唸呢？因能活生生

的落實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完全展現無

疑，這不就已經是最好的道場模範了嗎？

● 話說唐朝是為人樂道的鼎盛王朝，而唐太

宗的「貞觀之治」更是與老子思想分不

開。

 唐太宗治天下奉《道德經》為圭臬

（guīniè－典範、法度、準則的意思）。

 唐初君臣是十分重視「清靜無為」的。唐

太宗說：「君無為則人樂。」魏徵說：

「無為而治，德之上也。」連宮中嬪妃也

知道「為政之本，貴在無為。」

 唐太宗告誡朝臣們說：「我從早到晚努

力不息，只希望清靜無為而治，使天下



重
德
道
學
院
特
稿

45博德72期重德道學院特稿

平安無事，終於得以不再大征徭役。

（yáoyì－中國古代政府規定平民無償提

供的勞役。如在築城、開河、建造皇宮及

陵寢的工程中從事繁重勞動，到邊境去

服兵役或勞役，名目繁多。歷代都規定，

男子1 8∼6 0歲每年都要服一定時期勞

役。）年年五穀豐登，百姓安居樂業。治

理國家就像栽樹，只有樹根堅固不動搖，

枝葉才會茂盛。因君能夠清靜無為而治，

百姓為什麼不能過安居樂業的生活呢？」

● 據《貞觀政要》記載：魏徵告訴唐太宗：

「堯舜在位的時候，老百姓說『耕田而

食，鑿井而飲』。受到天子含養，吃飽喝

足，卻說『帝王有什麼功勞』。如今陛下

這樣含養百姓，百姓也是日日享用，卻不

認為是你的恩德。」在魏徵看來，唐太宗

的「貞觀之治」已達到了「無為而治」的

最高境界。民眾過著自由、富足的美滿生

活，卻感覺不到領導者的存在，這是管理

的最佳狀態。

● 無為，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其實就是順其

自然，不需要造作的，先前有曰「依理而

治、依理而辦」，「理」即是道，正所

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這就是最根本的規律。

● 當然，再強調一次，無為而治的本意，絕

非一無所為，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不妄

為，不隨意而為，不違道而為。

● 無為而為發自於自然，順乎自然；是自然

而為，而不是人為而為。

● 在《道德經》第57章曰：「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事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意即：君王順應自然，人民就自然化

育；君王好靜，人民就自然端正；君王

廉政不攪擾民眾，人民自然就富足；君

王不貪慾，人民就自然樸實。這裡所謂

的「富」，並不一定代表著百姓都很有

錢，而是因為能夠知足、自化、自治，

沒有非份的妄想，也沒有去妄為；人人皆

可以不尚賢，所以不爭；人人皆可以不貴

難得之貨，所以不為盜；人人皆可以不見

可欲，所以使心不亂；故，人人心中皆是

富有、富足的。）

● 《道德經》第4 9章曰：「聖人之在天

下，歙歙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子。」（君王心懷天下，小心謹慎，渾厚

質樸。百姓都非常關注君王的一言一行，

所以，君王應該把百姓當作自己的孩子一

樣看待。）

● 《莊子．應帝王》：「順物自然而無容私

焉，而天下治矣。」說明順應自然規律而

沒有私心，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 由以上三點來看，若要能夠無為而治，首

先就得先看看自己是否能夠『以百姓心為

心』？己（私）心不除又如何能夠做到大

公呢？這是謙下呀！先民後己，不欺壓百

姓，所以自己能否低下、心氣平和呢？

● 仔細想一想，其實「無為而治」、「太上

不知有之」與《易經》的「群龍無首。

吉」，實際上是有著同一個含義與精神。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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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草
◎戴山

多年前，我曾在一個社區活動裡聆聽幾

位年輕朋友談下田耕作的經驗。青年返鄉的

現象有其社會因素，產業結構的變化速度、

全球化的人口流動等等皆是。但個人的生涯

選擇可能才更為關鍵，因為年輕朋友對這類

社會變遷的知識並不比老師少，也比長者的

經驗來得精準，最終還是選擇回到自己的家

鄉，或是到偏遠地區發展。對於已有安定生

活的人來說，這樣的決定是不划算的，萬一

成不了事，就是別人口中的失敗者，白白浪

費青春。確實，相較於媒體上刊登的返鄉成

功創業的個案數，處在經營得不上不下，或

是黯然收場的必定是極大多數。

 

從年輕人的角度（但，其實還是從我自

身的某種安定的角度）來說，延遲做出生涯

決定是一件大事。大多數的大學生都有這樣

的想法，於是大學延後畢業的比率逐漸增

加，跨本科報考研究所的學生不再少見。幾

十年來，台灣社會不只是從物資缺乏走向富

裕，如今繼續走向自由選擇的社會。選擇本

身是一種重要的價值，人生的諸多選擇才能

呈現一個人的獨特性。所以，常有批評年輕

人沒有人生的方向感，此言不盡合於現實，

反倒是，對年輕人來說，批評者可能才失去

方向。方向，只有在遇到岔路時才會出現。

在一個固定的生涯道路上，只是走著，不會

有方向的。延遲做出決定，也算是決定，決

定好好地享受當下一段時間模糊不確定的人

生狀態，將壓力暫時踢出視線之外，做些自

己喜歡的事，或學一些渴望已久的技藝。

「偉大人生」是集體的自我想像，是個人在

公共領域裡能表達的人生方向之一，但，個

人在面對自己，反思自己時，值得他或她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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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的卻可能是不為人知的選擇，當志工，學

會一樣樂器，待在老家陪伴父母，一人機車

環台。我想起許久以前，有學生說將來要學

箭術，有說要當森林管理員，也有說要教小

學生藝術表演，好像他們默默地撐過大學教

育，就為了選擇自己的路。

 

當社會鼓勵每個人尊重別人的價值與選

擇時，每個人的價值就是一連串的選擇結

果。至於，選擇之後，人生的境遇是否順利

（是誰的順利？），是否得到獎牌，並不是

每個人都在乎的事。而且，每個人也不斷學

習著不在乎這些集體的成就想像。於是，平

凡等於偉大，而偉大不是來自於人的意志，

而是一連串的選擇造成的意外結果。

 

話說當晚的農耕經驗並非激勵人心。其

中一位年輕朋友既未回鄉找尋傳統的耕作

方式，也未種出特別的在地作物，反而是

在種植的作物皆告失敗後，意外發現雜草

的價值。於是，他開始專心觀察這些本該

被割除，或被化學劑消滅的無名植物，視

它們為最自然的，最有生命力的，同時也

最經濟的作物。為了取信在場的民眾，他

當場煮了一鍋雜菜（草）湯，只加一些鹽

巴調味，我不無懷疑地淺嚐之後，又續了一

碗。

 

雜草（菜）一旦被注意了，便很快萌生

一種世界觀：邊緣但永不認輸，渺小但能復

育萬物。近來許多城市居民倡議公園、庭

院”野化”，其背後理念不外乎是生態。生

態講究的是包容多樣物種，並隨著時間逐漸

演化，進而形成一個於所有成員皆有助益的

環境。也許那位擁護雜草的年輕人可能也將

自己視為莊稼勞動裡的「雜草」，混入一個

工作生態圈裡，默默尋找自己的定位，從看

似無用到最後能養育其它的物種。一個生態

中沒有什麼物種是多餘或無益的，一個人的

生命歷程中，也沒有什麼學習、愛好是浪費

時間的，是不足掛齒的。年輕人的雜草觀是

很有韌性的，比起菁英觀點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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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恩師德，前人及點傳師慈悲，111年

（2022）全台青少年輔導成長營，後學有機

會參班，並擔任司儀的任務。今年這場大型法

會，對後學而言，受益良多、收穫滿滿，並察

覺，自己是多麼緊繃的在修辦道，生怕行差踏

錯半步，聖事極為重要，慎重是好事，卻忘了

修道是要越修越歡喜。

回顧109年（2020）台北要主辦三大營

隊，均如火如荼的規劃、場勘、開會確認每一

項細節，後學第一次學習比較大型法會的司儀

任務，極為挑戰，前輩慈悲預計在新竹天恩道

院舉辦，後學既緊張又興奮，然計畫改不上變

化，新冠病毒大流行，前輩為了保護小後學

們，取消所有大型營隊活動。

疫情下，開法會

疫情升升降降，時光飛逝，迎來110年度

（2021），原活動從110年2月改至110年4月2

日在台南天乾道院舉辦。因課程表皆是事先都

安排完善，後學僅照著流程走，樣樣請示請示

再請示，故110年這場成長營，後學聽到蔡素

英點傳師評價自己，「還可以」這3個字，後

學就感動萬分，有進步的空間，第一次學習至

少沒有出大差錯。110年5月，全台灣疫情大

爆發，政府政策，全台升3級警戒，不得跨縣

市，自然全台的青年營隊活動，隨之也展延展

延再展延，再次停辦。

111年，點傳師慈悲，又再次給台北同修

連莊歷練的機會，維持承辦成長營，地點和

110年相同，在台南天乾道院舉行，蔡點傳師

慈悲，讓後學續任司儀，常聽前賢們說只要每

天進步一點點，不要停下修辦的腳步，就可以

進步，後學心想有了第一次，地點也相同，自

己應該可以進步一點點。後學萬萬沒想到這場

營隊活動，讓後學驚喜交加，蒙上天慈悲、仙

佛慈悲，並讓後學過一關卡，並警示後學，身

心靈該放下。

心不定不靜

營隊活動時間，很巧妙的，和110年相同，

從2月展延至4月2日，前人慈悲，課程內容在

3月30日修改調整，加入恭請聖訓及第二天聖

訓講解，後學心就不靜了，後學道齡很短，

第一次是2016年在台北承德佛堂，仙佛賜墨

寶，後學站在最外圍，只覺得哇∼畫沙的速度

111年度全台青少年
◎楊懿慈　◎攝影／黃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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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快∼第二次是2019年天乾道院開光，也沒

資格站在5樓佛堂內，只和多位青年同修站在

1樓掌聲歡迎點傳師、前賢，後學從來沒有真

正完整看過請訓過程，有辦法擔任司儀嗎？

心中躁動不安，3月31日要出發前晚，剛

好獻供，後學心中向仙佛祈求，請仙佛慈悲，

後學是庸才，點傳師願意讓後學歷練，後學就

要聽命辦事、勇敢承擔，希望法會順利完成，

後學期許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流程控制得

當，並莊嚴道場。

4月1日早上出發，後學在車上聽見，台

灣疫情又開始升溫，確診人數持續攀升，後學

開始擔心會不會影響學員參班意願，同時聽前

輩慈悲，另一位司儀夥伴，因故無法來時，後

學晴天霹靂，第二天要和前人越洋視訊連線，

後學平時寡言，不會帶動氣氛，後學身體又不

佳(這又是另外故事了∼有緣再寫一篇)第一天

就很吃力，後學極為不耐操，該怎麼辦？後學

是不是乾脆先昏倒好了，哈哈。

 

法會前一晚，後學在培訓時，原本稍微熟

悉的開班禮節，也亂七八糟的，心完全靜不下

來，擔心自己哪個環節講錯話、擔心自己突然

昏厥、擔心場控不好、擔心語調不好，自卑的

心態完全浮現出來，前輩們說不難、不要怕，

後學心中惴惴不安，甚至翻來覆去很晚入眠。

歷練學習

第一天開班禮，禮畢後∼接著就是恭請聖

訓，後學事先請示請示再請示，細節就不多

談，當活佛恩師臨壇時，後學還拿著小紙條，

紀錄，仔細聽，還有哪位仙佛來，要照著順

序，等一下送駕時，要原接駕順序送駕，腦袋

亂哄哄的，還一邊看課程表，請訓完，下堂課

是幾點？如延遲，須向代理主班點傳師確認是

否展延課程時間？

輔導成長營─參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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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點傳師喊著後學名字，活佛恩師慈悲，

點名後學時，後學嚇一大跳，後學一跪下來，

就不爭氣地哭了，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恩師是

不是要罵後學？後學是第一次學習請訓司儀，

黑板上前賢寫了什麼都看不清楚，後學逼自己

冷靜，心卻無法平靜∼活佛恩師慈悲、勉勵後

學的訓語，後學也聽不清，把自己繃得很緊很

緊很緊，緊到想到請訓前，明明提醒大家要自

稱弟子，後學從頭到尾，非常沒禮貌的稱自己

為後學，即使點傳師在後學耳邊提醒，後學改

口後，又再次自稱後學，驚覺還是改不過來，

覺得自己好糟糕，基本禮貌都不懂，恩師會不

會生氣？糟糕了，不是點傳師教不好，是後學

的問題，後學會不會害哪位點傳師被叫去罵？

後學的心就像毛線球，自己糾結、打結⋯

恩師恩賜蘋果，後學拿在手上，耳朵聽著

點傳師們回答（實際一句也沒聽見），後學看

了看蘋果，蘋果核心？樂道談？應該就是要歡

喜修道。第一次學習擔任恭請聖訓司儀，就被

仙佛點名，多殊勝！後學也不知道前輩、前

賢，被仙佛點名時，是否和後學一樣地慌張？

回想起來，請訓過程中，後學就像在心裡演了

一場又一場荒腔走板的心慌鬧劇，上演一遍又

一遍，好似人間匆匆數十年，如鏡花水月，想

來覺得自己很好笑。

第二天，要和前人視訊連線上課前，肯定

是要事先練習，跟前人熱情打招呼，展現年輕

人的活力，天道弟子氣如虹嘛∼偏偏整場營隊

活動，後學很明顯的氣不足∼心有餘而力不

足，又帶動的很差，後學萌生一種，太挑戰自

己，太自以為是可以勝任，根本擔不起來，前

輩們慈悲，鼓勵著後學，繼續再繼續，精進再

精進。

每次至台南天乾開會時，蔡點傳師總是教

導我們，要感恩、懷念、禮敬諸位先賢，蔡點

傳師會帶著我們小後學們，至紀念堂行禮。故

本次營隊課程，機緣殊勝，逢清明追思，全體

人員，前往紀念堂追思行禮，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所有先賢，為道犧牲奉獻，是我們效法

的楷模，我們要懂得感恩、感謝、懷念，並將

這份精神傳承下去。走出天乾道院，起了風

雨，後學深信這是上天告知我們，先賢們不怕

風阻、不怕雨擋，開拓出一條光明的大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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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每一位都要懂得慎終追遠，並引領更多原佛

子回家。

緊湊的兩天課程，後學最感恩的是所有的

青年幹部同修，不管後學如何講錯，大家都是

很包容後學，每個環節接著每個環節，大家也

都能配合課程流程，準時回到座位上，打起精

神上課，配合後學的口令，大家都是後起之秀，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都好優秀。後學很感恩青

年同修，有泡咖啡、塞喉糖給後學、有幫後學

倒水、幫後學按摩、有給後學鼓勵的話語、給

予後學溫暖的笑容，後學無法一一講出名字道

謝，後學真的很感恩、感謝所有的青年同修。

心聲迴響時間，多位青年學員，積極踴

躍，上台分享心得，可惜時間有限，後學感動

的熱淚盈眶，後學屬於很感性的人，忍住眼淚，

請點傳師和大家勉勵，3位點傳師上台和我們

慈悲，後學細看台下的大家，每一位都還是炯

炯有神，很專心聆聽，後學當時已經開始頭暈

目眩，用意志力撐住，內心跟仙佛說，仙佛慈

悲，後學想完成最後一哩路、完成任務，身體

再弱，還是想完成，求仙佛慈悲，幫後學再撐

一下，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後學深信不已。

結班禮， 燈一點，後學其實知道自己開

始腿軟，快要倒下去了，體力已經不堪負荷，

極限的臨界點，後學維持住自己的心念，法會

要圓滿，當場倒下太不莊嚴，最基本要求就是

莊嚴，後學強迫自己再撐一下，撐到乾道點傳

師獻把香後，口令一下，請乾道點傳師、前賢

就拜位，去坐一下，再回來司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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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就很緩慢、靜悄

悄，退到蔡點傳師旁邊，後

學說了一句：「蔡點傳師，

後學撐不住，要坐一下。」

迷迷糊糊之中，感受到多位

前輩、同修，幫後學按摩、

倒溫水、順後學的氣，後學

感覺像是在一個大家庭內，

大家真的都是一 之子、彌

勒眷屬、老師的好徒兒，後

學心裡很抱歉，讓前輩、同

修憂心。

當後學心心念念的法會

要莊嚴、結班禮要禮畢，後

學學習司儀，等等要回到司

儀位置，可惜的是，後學已

經是繃到最緊，像橡皮筋已

好，心情一定要放輕鬆，做完就放下，不要再

想，尤其辦佛事，秉持公心，隨喜隨緣就好，

一切都當作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存心良善、心

存歡喜、心胸開闊，才會越做越快樂，修道就

是要越做越歡喜，並把學修講辦行，落實在日

常生活中，後學更該學習這門課題「事來則

應、事去則靜」，一切都是在修心煉性。

疫情遍全球，上天慈悲，恩賜我們，開班

期，讓我們煉心，只要我們公心一片、沒有私

心、誠心抱守，上天都會護佑著我們所有的白

陽天使，有機緣消舊業、快樂了愿，老師教我

們用真心，一切隨喜、一切無為，慎修身心於

日常，後學肯定可以找到逍遙自在快樂的自

己，相信大家更可以。

經斷掉，後學站不起來了，在快失去意識前，

後學拜託蔡點傳師，趕緊找一位司儀補上，法

會如此殊勝，千萬不能毀在後學手上，萬幸的

是，上天聽見後學的聲音。天恩師德，點傳師

慈悲，青年同修扶圓補缺，營隊活動順利完

成，感恩上天慈悲。

結語

營隊結束後，後學躺了好幾天，靜下來，

看著恩師慈悲後學的兩句訓文，「懿德天護慈

恩寬，放下身心體安然」，後學也不知道這樣

的體悟對不對，後學時常回想哪裡錯了，不要

再犯，不斷的讓自己鑽牛角尖，認為自己樣樣

都差強人意，後學反覆地看訓文，活佛恩師慈

悲，是在提醒後學，不管做任何事，盡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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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組報導

～台南開春全家福活動紀實

三月十三日這天，天氣舒爽宜人，太陽灑

下溫和的光，徘徊在遮蔽的雲影間，道親們一

早攜家帶眷，呼朋引伴，滿懷喜悅，來到新化

虎頭埤天乾道院，參加道院開光後的第一次全

家福活動！

自從新冠肺炎肆虐，法會常班只好被迫取

消，台南道親們要齊聚一堂的機會不知等待何

時?天恩師德，上天慈悲，在台灣的疫情較為

緩和之下，前輩們希望今年有機會能繼續讓法

輪運轉，除了小的班期開始運作，人數眾多的

大型法會也預計今年能有開辦機會，除了課程

已經安排規劃並培訓講師外，也希望藉活動來

凝聚道親們的道心！

經點傳前輩們與活動策劃小組的精心規

畫，決定三月十三日邀請台南道場同修們回到

天乾道院，採戶外活動方式，嚴守防疫政策，

讓道親們感受回家的溫馨喜悅，更散發活力熱

情來參與！

當道親們陸續到來，佛堂前方設置八個闖

關區，九點吉時一到，開幕現場，活動主持人

宣達活動開始，請前輩慈悲致詞，接著就由台

南孝德佛堂專業運動講師張腕心前賢，帶領道

親先做健康操舒展筋骨，之後就是重頭大戲闖

關活動。

道親們紛紛手持闖關卡闖關，一時闖關區

全家福活動共有近五百位同修親友參與，開場熱舞由張腕心前賢帶領大家做健康操舒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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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無比，每一關都以修道名稱展現，讓大家

體會闖關帶給我們的修道意義，分別是：找回

初心的射飛鏢，頂天立地的立玻璃瓶，衝破障

礙的丟擲汽水罐，心無旁騖的限時通過電流鐵

絲，奮鬥不懈的限時踩腳踏車，舞動奇蹟的完

成舞蹈動作，滾動法輪的滾輪胎，共駕法船的

三人蜈蚣競走等，各關關主與活動道具、海報

皆由各地區分別負責準備，讓各區共同參與，

服務台兌換餐券獎品。

心無旁騖。 共駕法船。衝破障礙。

奮鬥不懈。 頂天立地。滾動法輪。找回初心。

每張闖關海報無不發揮巧思，讓人一目瞭然，

又別具一格，果真各地人才濟濟啊！

當道親們卯足全力，認真完成八處的闖關

成功後，就可以到服務處領取精美的禮物。闖關

過程中，也有表演活動讓大家觀賞。第一個上場

表演的是來自佳里天樞佛堂的古典舞蹈表演，

主演者鄭鈺潔同學，才就讀國一，曾獲得全國舞

蹈冠軍，擁有極好的舞蹈天分，兩段精彩的舞蹈

表演，唐三彩印、橋邊姑娘，娟雅靈秀，宛如天

仙下凡，真是最佳的視覺饗宴。接下來則是由

就讀成功大學的台南孝德佛堂坤道前賢吳婕瑀

等偕同成大的樂團分別進行歌唱與演奏，她們

清新優美的嗓音與吉他演奏的完美呈現，為整

個闖關活動帶來另一番風貌，啜飲一杯前賢為

大家沖泡的愛心咖啡，坐著細細聆聽宛若仙樂

的美妙音樂與歌聲，彷彿時光就此停止了！

常
州

記
千
手
千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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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婕瑀等成大的樂團歌唱與演奏。

不只如此，在一樓外面，還有由青年班活動組主持的逗

趣又可愛的寶寶爬行比賽！大、小寶貝們，分成兩隊進行尋

寶比賽。在主持人一聲哨音之後，寶寶們克服各種障礙，奮

力地向前爬進到尋寶池，要找到稀世珍寶，為自己的隊伍爭

取分數！別看他們年紀小，奮勇向前的精神，可是值得讚佩

呦！咦！小寶寶們到底是認真聽著誰的指令呢？怎麼爬到別

處啦？讓我們一起為寶寶們加油！

當所有活動在十一點五十分畫下完美句點時，廚房那一

頭已經準備好各式餐點等著所有道親來享用！這一次也是採

取各區認養方式，由各區開出菜單提供品項，各派廚務人員

負責，果真菜色琳瑯滿目，所有的素食佳餚都在天乾道院展

現，大家把五臟廟都撐得飽飽的再打道回府！

回想這一天，道親們帶著幸福的微笑離開，要感謝所有

參與的幕後工作前賢們，不論事前討論推演與事後收尾整

理，都展現道場一貫家風，道氣充盈，盡全力的服務，讓活

動圓滿達成。相信以此修辦精神，能帶動常州道場更多新血

輪的共振，共創道場美好的未來！

鄭鈺潔同學舞蹈表演—唐三彩印。

愛心咖啡。

寶寶爬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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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尹國偉

不變隨緣

小
品

生活中經常存在著一種虛擬

定律，就是慣性地保持某種原來

運動作用狀態。有如一個「動量

擺」，當第一個球被提起

再釋放，另一邊最外的球

就會以同一速度彈出去；

若提起兩個球再釋放，另

一邊最外的兩個球就會彈出去。然

後又重複正反兩邊方向迴彈至動量被完全消耗

才停下來。

上班一族天天上班下班，如是者，日復一

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一周五天過著「動

量擺」樣的刻板生活。直至退休之後，頓然覺

得有點茫茫然，若有所失，念念不忘過去習以

為常的工作生活。有如一句諺語「習慣成自

然」，例如大眾打開電視機就慣性選擇某一個

電視頻道，很少轉台觀看其他頻道。無論是

工作或是娛樂人們都會出現慣

性運動作用狀態，習慣性的活

動模式，使人與事物之間

的互動變化能力降低，甚

至僵化而不加思索，形成

規律性的一成不變，失去

朝氣。修道亦有可能出現「動量

擺」現象，慣性地保持某些立場或行為的

作用狀態，不多理會既定範圍以外的事情，這

是專注或是故步自封，乃見仁見智。

 

固若金湯的城堡利用石頭堅硬的特質來建

成，大石頭並不笨重，是一塊大活石，除了城

牆城門堅固之外，還須要樓櫓堅固，器甲精

利，樓櫓是古代軍隊用來瞭望敵人動靜的高

臺。而禦敵的武器和盔甲也要精良銳利，有了

這些設備守城者便可以即時控制主要進出通道

和要塞安全， 以作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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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如同大石頭，千秋不變的東西，億

萬年前的化石至今還蘊藏著無數極其珍貴的史

前遺跡。「愿」是思厚不爽，恭敬謹慎，堅定

不移的約誓，歷久不衰，絲毫沒有妥協的餘

地。每一條愿就如每一塊石頭，築成一座止惡

防毒的城堡，守愿如同守城，但守愿並非一面

倒地苦守，所謂不變應萬變，以不變的愿應萬

變的境。能夠靈妙應驗才算是愿，正如清口茹

素愿，藉著愿去力行斷除殺業，從而長養諸慈

悲心，於冥冥之中靈妙地止惡因、息惡果，清

口茹素愿就應驗了。 

了愿不是如同提起「動量擺」的球再釋

放，然後慣性地不停重複去做；立幾多條愿亦

非慣性地抱守著一輩子來回不停，對愿有念、

有想、有住就是慣性的重複，一種執著，不是

愿的原心。愿由心造，「心」一體而百用，心

靈只有一個，心念可以百千個，心靈來自先

天，歷劫不壞，六祖：「其法無二，其心亦

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另一方面又要

「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

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各自努力，隨緣好

去」，努力者有三要，隨

緣者以靈應。邵子：「三

要者，運耳，目，心三者

之要也，靈應者，靈妙而

應驗也」。  耳之於聽，

接納不同聲音，不要人云

亦云；目之於視，看得清

晰通透，不要盲人摸象；

心之於思，心乃一身之

主，通過自己的心思去寂

聞澄慮，心不散馳，安靜

不動地過濾各方意見；通過自己的心思去靜觀

萬物，心境靜寂，徹底了解事物的原來狀態。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萬物之理，不出於視聽之外，仰觀天文，俯察

地理，內身外物，氣品善惡，吉凶禍福，一一

了悟於畢生的努力修持，造之深可以入道，用

之久可以通神，神者：隱微，玄妙也。天道所

傳者，至精至神，先天無極之至理，先天地

生，後天地存，是道也，寓於人曰心靈，曰自

性，百姓日用而不知，偶然悟之稱其為玄機。

修道者，當窮理盡性之後，性理俱現之時，其

方寸湛然，靈臺皎潔，再沒有所謂干擾、障

敝、塵染，此身須是依然，但道心通明，「必

使視之不見者，吾見之；聽之不聞者，吾聞

之；吾之瞭然鑒之，靈應之妙斯得矣」。心性

有如「動量擺」不單單在人身中沒有一刻停

止，更是應變的根本，處身變幻莫測之世間人

和事之中，修道者，隨緣好去，朝氣蓬勃地努

力準備好自己。隨緣並非慣性的萬不得已，隨

遇而安。修道者，心止一境，定於一處，心不

散亂，靜慮存誠，於無念、無相、無住當中隨

緣以成就修道的大好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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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琳

愛（上）

壹、前言：

一、私愛、小愛：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天下父母心，

愛的本質是出於天性，自然的流露、無分別

心、無對待、是永不變的真愛。德雷莎修女

智慧語錄：「全世界最強大的力量－父母的

愛」。

二、慈愛：

禮運大同篇：「⋯⋯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而推

己及人。

三、大愛：

世尊慈訓：「眾生平等，佛性平等」。世

尊講經說法四十九年，誓拔眾生之苦、欲令眾

生皆得解脫，乃慈悲為懷之大愛。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大愛建立在平等，無

分別、沒對待、無階級、一視同仁的基礎上。

道法自然的根源在平等，道的殊勝是和諧，而

和諧的本即是平等，因此眾生平等，佛性平等

根基無它為大愛。修道人從付出小愛出發，進

而成全慈愛，最終圓滿大愛。

貳、愛的內涵與意義：

一、小愛：

《論語》的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就是由

淺入深、循序漸進，勸人予善以愛，彼此沒有

障礙。如我們用至誠之心幫辦道務，至誠不

息，沒有苛責、共體時艱的成全，彰顯愛無止

境。

二、慈愛：

至聖：「愛之能勿勞乎」、「唯仁者能愛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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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忠焉能勿誨乎！」愛了這人必須使他

服勞務，始見愛的深切，忠于這人必須加以教

誨，始見忠的偉大。如：知行合一、言行一

致、路是人走出來的、道依實踐不憑口 ，從

踐行中來體悟愛的意義。

孔子：「仁者愛人。」韓愈原道一文亦

云：「博愛之謂仁。」蓋唯仁者能愛人，能先

難而後獲，與人為善；能悲天憫人，博施濟

眾；能樂道人之善，親民愛眾。「仁」者以其

存心，「愛」者以其行事，因其不忍人之心，

及恫瘝在抱之襟懷，而後見諸行事，能愛其所

應愛及需要其愛者、犧牲服務、熱忱奉獻。

疼惜地球可多吃素食少吃肉（節能減

碳）。天有好生之德，持齋益於養仁。素食族

群不斷成長，不同於過往因宗教信仰茹素，現

在以健康為訴求的蔬食飲食，成為當道新寵

兒。茹素首要是戒殺，吃素乃在清淨累世口業

不與畜道眾生結惡緣，吃素不是故作清高，而

是謙卑尊重六道眾生。

關聖帝君慈悲：「做人能吃素，就要多吃

素，你吃一餐素就救了一條生命，你餐餐都吃

素，就救了無數的生命，這份慈悲功德，會保

佑你，行好運、事業順、遇貴人，好人一生平

安。」此好生之大德，慈愛眾生憐憫心，這份

至愛是道成天上、名留人間殊勝的因緣。

三、大愛：

復聖：「仁者自愛必能愛人，愛人者人恆

愛之。」君子能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是仁慈

的表現，有推己及人的思想。所謂「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自己不願意身受之事，不要

加在旁人的身上。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

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

至。仁指理性，義為感性，仁義為本，道德為

先。「仁」是親密之意，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

係。「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學則是

以「仁」為本所逐步發展的思想體系，長久以

來已深植在全世界華人社會各級層面。「仁」

是惜物律己的心、是愛人親人的態度；「仁」

是維繫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關係的力量；

「仁」是追求「人」、「家」、「國」、「天」之

間達到「雅」、「優」及「和」之大同理想的

哲學概念。親親而愛人，仁民而愛物。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

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大道

本來無有形象，但是能夠生育天地。本來無有

感情，可是能夠運行日月的週流。本來無有名

稱可以標記，但是能夠調理陰陽，生發消長養

成天地間的萬物。

從「無形、無情、無名」到「無所為而

為」，以致「無所不愛」。自「無私大愛」、

「付出小愛」進而「成全慈愛」，最後「圓滿

大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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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興

心靈SPA

◎大道修來有易難，亦是由我也由天；

　若無真功與實善，上有群魔作障緣。

◎請小心你的一念，

　你不是行功就是造罪！

　小貪不防，大過必成。

　不必太在乎自己的感覺，

　而要多在乎別人的感受。

◎不必羨慕別人的修辦環境有多好，

　只要看管自己的修辦心境如何。

◎功德是從問心無愧地做事，坦坦然然，

　做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才合乎道。

◎心事無不可對人語，則夢寐俱清；

　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俱穩。

◎心定則神凝，欲蔽則亂生；

　靜中生妙意，念念輪迴中。

◎心法是你們的「無為」，

　「平等」的天心啊！

　秉持一顆天心就能心甘情願，

　無為而化。

◎心室若昏暗，就是污垢太多；

　意念多混雜，就是不明事理。

◎世事如棋，讓一著不為虧我；

　心田似海，納百川方見容人。

◎不求被了解，而是去了解別人；

　不求被關愛，而是去關愛別人；

　不求被幫助，而是去幫助別人。

　不言別人的是非，只責自己的不是。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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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首的目的在於養成恭敬謙和的心。 
　叩首懺悔用真心，無怨了業消罪愆。

◎只有「修」，只有「參」，

　才能品嚐道的滋味。

◎只有識透自己，才能識透無常；

　只有超越自己，才能跳脫無常。

◎只要有真誠，不怕人難渡；

　只要有真誠，不怕事難做；

　只要有真誠，道的流行並不難。

◎只要你用的是清靜的心，

　就能夠契入這個大道，

　真正達到超生了死。

◎只記人好處，則天下人皆友；

　只記人壞處，則天下人皆敵。

◎生的意義就是濟世化人，

　活的意義就是立功行德。

◎生意人得用盡心機，

　修道人不需用心機。

◎用「智慧」來明辨，用「隨喜」來應對。 
　用一顆真心去行，才能換得真功德。

　用最高的標準來展現自己，

　用最大的勇氣來面對考驗。

◎在佛堂一定要有佛規禮節，

　才能戒律大家的身心，

　讓大家不逾矩不犯份。

◎用你的佛性去感化你自己的眾生，

　也用你的真佛去成就外在眾生的佛性。

◎白陽天使的心，

　是無怨無悔的犧牲，

　對所做的一切都沒有怨言，

　這才叫成功，才有代價。

◎因為你不把自己當眾生看，

　其實眾生所有的問題毛病

　都在反映你自己，

　只是你們自己不察覺而已。

◎因為困難，你才懂得去突破；

　因為疑惑，你才試著去解開。  
　因為氣不過所以受傷，

　因為忍不住所以痛苦。

◎在共修共辦中，講話聽話要有所分類，

　道場才會平安。

◎在你面對挫折難關的時候，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堅持，

　勇敢往前邁進，

　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

◎在困境當中鍛鍊金剛之志，

　在無知當中增長智慧，

　在切磋當中涵養德性。

◎在修辦這條道路上，

　如果你能以

　毅力、耐力、信力、決力做事，

　你就能學到很多微小的道理。



62 博德72期 小品

生活智慧故事

◎陳基安、香港　黎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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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前夕，德國有一家不起眼的信託公

司，叫巴比納信託行，專為顧客保管貴重財

物，戰爭爆發後，客人紛紛把財物領走，四散

逃難去了。

老闆也打點細軟逃之夭夭，只有雇員西亞

還在那裏清點帳目，一顆炸彈在信託行附近爆

炸，西亞好像沒有聽見一樣，她清理完帳目，

發現一個叫萊格的顧客，還沒有把東西領走。

那是一顆價值50億馬克的紅寶石，西亞把紅

寶石和所有託管文件放到一個小盒子裡，然後

帶上所有帳目離開了信託行。

幾天之後，戰火將巴比納信託行一帶夷為

平地，西亞也為逃避戰亂而四處逃命。但無論

走到哪裡，她都把信託行的帳目和那顆紅寶石

帶在身邊。西亞覺得，她還是巴比納信託行的

僱員，她要等到戰爭結束，把帳目和紅寶石送

回信託行。

戰爭終於結束了，西亞帶著三個孩子回到

柏林，可是巴比納信託行的老闆已經在戰亂中

死去，信託行已不復存在。但西亞仍然保管著

帳目和紅寶石。因為紅寶石是顧客委託保管

的，顧客沒有把紅寶石取走，她就得一直為顧

客保管，守住信託行的信譽。

多少年過去了，西亞一直沒有找到工作，

她帶著三個孩子一直過著極其貧苦的生活。其

實，當初委託保管紅寶石的萊格也在戰亂中死

去，那顆價值連城的紅寶石，早已無人認領，

其實她可以悄悄地把它賣掉，過錦衣玉食的生

 誠信無價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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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之所以能夠創造價值，是因為誠

信本身就是無價的。當你把誠信當成信仰

和責任，你就贏得了人們的支持和信賴，

無窮無盡的財富也會因此產生。

所謂佛有三不渡：「無緣不渡、無信

不渡、無願不渡」，由此可見，「誠信」

也是成仙作佛不可或缺的基石。

心得及淺見

活，可是她沒有，她認為那是顧客的財物，她

只能保管，不能有非分之想。

1978年當地政府成立「戰爭博物館」，

向社會蒐集二戰遺物，西亞便把她保管的信託

行帳目和那顆紅寶石拿了出來。政府多方努

力，幫助西亞找到了萊格的孫子道爾。道爾拿

到那顆紅寶石，答應將寶石賣掉後一半給西

亞，西亞婉言謝絕；說只願收取這些年的保管

費用。

西亞的故事上了新聞媒體，人們被她的誠

信感動，有人提議她出任商會總顧問，她以年

紀大為由推掉了。後來，又有幾家大型信託公

司找到她，要求她出任榮譽總裁，她也謝絕

了。

不久西亞去世了，幾家公司找到她兒子克

里斯，要求買斷西亞的名字命名信託公司。克

里斯難以抉擇，就讓幾家公司競標。最後，

柏拉圖信託公司以80億馬克的天價獲取「西

亞」的冠名權。許多人不解，說一個人的名字

能值那麼多錢嗎？柏拉圖信託公司總裁說：

「西亞」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字，它代表

的是一種企業精神，一種價值堪比寶石的誠

信，花80億買到這個榮譽，值得！

不久，柏拉圖信託公司便更名為「西亞信

託公司」，交易量果然一路攀升、業績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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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巴拉勒，年僅24歲即將被押到絞刑

台，原因是他17歲那年，參與了一場鬥毆，

他殺死了和自己同齡的年輕人。

7年後，巴拉勒即將要被執行絞刑。而被

他殺死的年輕人的父母，只需要踢開他腳下的

那個凳子，巴拉勒就將會和這個世界永別。

巴拉勒的母親，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即將被

絞死，已經痛哭得崩潰在地上。被害者的母親

在行刑前，怒目圓睜上前打了犯人一大巴掌，

喪子之痛讓她非常的憤怒。這次行刑的方式是

由她來執行，法官賦予她絕對的權力，她只需

要踢掉犯人腳下的木質凳子，就可以了結巴拉

勒的生命。

但驚人的一幕發生了，所有圍觀者完全沒

想到的是，受害者母親並沒有去踢掉凳子，反

而是伸手解下了巴拉勒脖子上的絞索。

犯人巴拉勒驚訝的開始失聲懊悔的痛哭。

這位偉大的母親，忍受喪子悲痛，赦免了殺子

仇人，轉身跪倒，掩面痛苦的哭泣著。殺人犯

巴拉勒的母親衝過去，一下跪倒在受害人母親

的面前，激動的親吻著她的腳面。兩個母親最

終抱在一起痛哭失聲。

受害者母親說：「因為我遭遇了喪子之

痛，所以我不想再讓另一位母親承擔這錐心泣

血的苦難。」

寬恕能釋放仇恨——伊朗刑場上，這真人

實事的一幕，確實震撼人心。

人性之光輝

這位偉大母親的仁愛舉動和義行，挽救

了一個年輕人的生命，也完全改變了他未來

的人生，更喚醒了所有人的天性，展現人性

最光輝的一面。

新冠肺炎病毒至今為止，傳播感染世界

將近二百個國家，這是世紀無形大殺手，封

鎖扼阻無數正常運轉中的世界，摧毀扼殺的

威力更逐步呈現，引起絕大部份人的憤恨。

我們除了遵行各項防疫措施外，要學習

嘗試改變心態，來愛所有的一切，喚醒我們

心得及淺見

的光明天性，消除痛苦憤恨。

因緣不滅的定律是：一切的善好一定會

和善好相應，惡習也一定和惡習相應。所有

的心念行為，終究會回饋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來，需要我們突破學習和領悟。

祈請大家一同來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努

力，共同響應素食及祈禱迴向。

普願一切吉祥喜樂，遍及世界眾生。

普願大愛圓滿無別，遍滿乾坤世界。

普願大家平安健康，疫情早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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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Cultivators must empty their hearts. 

Bustling around with one’s life only brings about infinite sufferings. 

Success is often followed by failure. 

Young people become old people decades later. 

One’s life is unpredictable and is like a dream. 

Fame and fortune bury great minds, while the river of love and the sea of 

sufferings drown numerous heroes. 

Hurry up and seek Tao, in order to escape the trap and clear all the obstructions.

Where should we apply this lesson? To our heart. Our heart must be empty. 

If your heart is not empty, you cannot overcome the obstacle. When your heart 

is not empty, your heart is loaded with anxiety, worries, and infinite sufferings. 

Even if you are about to accomplish a task, it may end up in failure. Everything 

is simple. There are things we are supposed to do when we are young. But if 

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Elder Koo

◎Translated by the Editors

True Advice on Cultivation Polishes 
the Diamond; Embark on the 
Journey of Salvation with an Empty 
and Tranquil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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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you put them on hold, you procrastinate, you will be as old as I am. I remember 

I started to cultivate in my teens. But before you know it, how old am I now? 95. 

Time flies. In this world, we are always burdened with tasks and errands. When 

can we take a rest? This kind of life is a life of sufferings. Initially, one can be very 

successful. But before you know it, the success turns into failure. Everything, 

every situation in this world is impermanent. It is like a dream. I’m 95 now. Say, if 

my earliest memory started at 10, 85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n. The 85 years 

are just like a dream.

How many heroes have been buried in the midst of fame and fortune,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anxiety and worries? How many of them have 

succeeded and stood above the crowd? When you take a good look at the 

world, love is a river and sufferings are a sea. Love has become a river, which 

does not benefit us. The sufferings are enormous, like a sea. Many heroes 

have drowned in the sea of sufferings. As for wealth, people are rich at some 

times and poor at other times. We can gain wealth at one point and lose it at 

another. Life is short. The river of love and the sea of sufferings have terminated 

numerous heroes. Plenty of people who had potentials and talents passed away 

without grasping the real goal of their lives. Come to think of it. What we should 

do is seek Tao—to seek Tao is to cultivate Tao. That is, to search for a good way 

out of this world, so that we won’t drown in the sea of sufferings. When our life 

has meaning, it will bear fruit. Stop being intoxicated by the mundane world. 

Don’t go to meet our Maker without fulfilling anything. In our next life, in our 

next reincarnation, we may come again, but we may come again without 

having anything done. This is a pity.

To sum up, we have to jump out of the river of love. Don’t drown in it. 

We have to hurry up and cultivate, so that we won’t be trapped in the sea 

of sufferings and will clear all the obstructions. All in all, seeking Tao and 

cultivating Tao is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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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s Kindness 
(Excerpts)

Cultivators have to be humble at heart. 

They must pay respects to the Three Teachers with humbleness. 

They must ask for instructions and eliminate doubts. 

They will know everything if they practice the teachings with an empty heart. 

Opposites can be complimentary and allow us to move to a better place. 

In the face of tests and hardships, resilience is the foundation.

Cultivators have to be humble. We have to respect the Three Teachers. We 

cannot be arrogant, thinking: “I am going to be a Bodhisattva. I am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people.” Be advised: before you become a Bodhisattva, you can’t 

achieve anything with that arrogance. We must be humble and respect the 

Three Teachers, so that we can succeed in achieving the Buddhahood. (the 

Upper Three Teachers: Grand Patriarch, Patriarch, and Matriarch; the Lower 

Three Teachers: initiation master, 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We have to endure the tests and hardships. The practice of letting go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resilience,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cultivation. That is the 

first step of Tao cultivation. We suffer from so many worries and so many pains. 

To resolve these issues, we can turn to the principles in Yi-Jing or the Book of 

Changes. By understanding the principles, our life can become smooth and we 

can enter into the realm of absolute. The mundane world is a world of relativity. 

Perfection can only be achiev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and opposites. That is 

the beauty of relativity. You must realize that opposite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w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are opposites. The best works with the 

worst, thus achieving perfection. We have to learn everything with an empty 

heart. Be advised: the practice of letting go and accept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Tao cultivation.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weather all sorts of storms—rights 

and wrongs, good and bad, rich and poor, ups and downs, praises and insults, 

gratitude and ridicule. If we can’t endure anything and complain about any 

trivial inconvenience, we wi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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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prises that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are nothing short of amazing 

and, of course, disheartening.  Pandemics, wars, 

famines, inflation, supply disruptions, widespread 

mental health issues, etc.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developments that we rarely experienced 

during our lifetimes.  Yet, we are forced to face all 

these challenges together at once.     

Buddhas often kindly remind cultivators 

that experiencing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should not 

derail cultivators’ path to continue the journey 

of cultivation.  It is because of the cultivators’ 

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ce.   Yet these 

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ce could be deflated 

from time to time, especially when cultivators face 

wave after wave of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over a sustained period of time.  

◎Big Sam (the U.S.A.)

RESILIENT 
CULTIVATION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provided 

us with a sandwriting teaching illustrating how 

cultivators can remain resilient in the path of 

cultivation despite the continuing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For reference, the following is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sandwriting teaching from the 

kindness of Master Ji-Gong Buddha（活佛恩師）.

活佛恩師慈悲：

萬難皆有因果連　執著拘泥引禍患

萬惡皆因心所造　念念存善揚道帆

萬事皆和規矩遵　行不由徑心坦然

萬境皆有順與逆　不計得失破難關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said that 

ten-thousand (i.e.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re 

connected by karma (i.e. cause and effect).  

Attachment and stubbornness lead to scourges.  

Whe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rises, the cause m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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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seeded but hidden since a long time 

ago.  After the seed of difficulty encounters the 

necessary affinity, the consequence (i.e. difficulty) 

is what we need to resolve today.  

As we often know that prevention of sickness 

is always better than treating the sickness after it 

arise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lead into scourges, 

we should prevent our attachment as well as 

stubbornness from materializing in the first place.  

Frequently damaging conflict arises when both 

parties could not let go of their preferences or 

both parties overly attach to their positions.  The 

attachment and stubbornness often blind the 

involved parties in conflict preventing a viable 

solution to be discovered by one or both parties.  

Letting go (or detach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reak through such stubbornness.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taught us 

that ten-thousand (i.e. all) evil deeds are made by 

the heart.  Our deeds are driven by our thoughts, 

and our thoughts are created by our hearts.  If 

our hearts are not righteous, then evil thoughts 

could potentially be generated.  To ensure that our 

hearts are righteous, we must constantly practice 

some of the often-cit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example, we should not kill; we should not 

steal; we should not lust; we should not be 

inappropriate; and we should not be addicted 

to things.  These are the Five Precepts（五戒）

that can help us rid of evil thoughts and prevent 

contamination of our pure hearts.

Every thought upholds goodness to set sail 

for Tao.  Our heart generates thoughts, and the 

thoughts drive us to act.  If the thought is evil, then 

our act will be evil.  According to Buddha, there are 

Ten Good Deeds（十善業）that we can practice.  

The ten good deeds are don’t kill, don’t steal, don’t 

lust, don’t say inappropriate words, don’t gossip, 

don’t bad mouth, don’t flatter, don’t be greedy, 

no anger and hatred, and no stubbornness.  By 

practicing these ten good deeds all the time, we 

can set sail in the journey towards Tao or Nirvana.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said that 

ten-thousand (i.e. all) situations must remain 

peaceful and comply with rules and regulations.  If 

everyone complies with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world will have less conflicts.  

In fact, conflicts arising between people, 

groups, societies, countries, etc. are often caused 

by one or both parties involved not complying 

with establish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example, a car accident at an road intersection 

was caused by another car running through a red-

light.  Thus, to prevent conflict in the first place, 

everyone must comply with rules and regulations.  

However, despite rules being broken, a 

conflict can still be resolved if one or both parties 

involved strive to maintain peace with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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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tience and tolerance.  As you can see,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illustrated the multi-step 

solution helping us to resolve conflicts which are 

not only preventable in the first place; conflicts 

can still be resolved even if they arise. 

One must not travel off roads for one’s heart 

to remain calm and undisturbed.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conflicts or eliminate the necessity to 

resolve those conflicts is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conflicts.  If everyone can follow the true path 

and not to take shortcuts or off roads, then one’s 

heart remains calm and undisturbed.  If one’s heart 

is not disturbed, the person can use all his or her 

efforts in cultivation and doing good for the world.

Master Ji-Gong Buddha kindly taught us that 

ten-thousand (i.e. all) circumstances must have a 

mix of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nd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No one is bestowed with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ll the time; no one is burdened 

with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forever.  Buddhas 

often kindly remind us that each person will 

always have his or her appropriate shares of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One must not regard gain or loss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difficult challenges.  When a person 

holds onto the gains from the past when under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the person might not 

have the resolve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because of the attachments from the 

past.  When a person presumes that loss is the only 

outcome even under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the person might not be motivated to discover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o levera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elevate one’s cultivation.  Therefore, 

attaching to gain or loss is only an obstacle 

hindering a cultivator from finding the true path 

forward.

While the troubl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world don’t seem to pause or go away any 

time soon, it is important for Tao-cultivators to 

continue practicing constant improvements as 

well as patience under insults.  Being patient 

under the current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yet 

driven to continue one’s improvement in the true 

path of cultivation is an illuminating revelation 

of a cultivator’s determination.  Master Ji-Gong 

Buddha’s kind teaching of these eight sandwriting 

sentences contains a wealth of wisdom to help 

every Tao-cultivator to remain resilient in the 

journey of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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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truly unpredictable. No one can predict 

what is coming around the corner to impact their 

lives. As humans we are extremely fragile beings, 

and are fully aware we must face death no matter 

our background, race or educational level. Death 

itself cannot be avoided, yet many of us stubbornly 

run our race seeking non-lasting fame, power and 

materialistic gain, and in some cases meaninglessly 

risking our own health and lives in our pursuit.

I t  i s  a  g r e a t  s a d n e s s  a n d  e n o r m o u s 

disappointment to witness so many of us who 

are unable to hold on to our values and beliefs 

towards the end of our lives. We have worked so 

hard for so long, trying our best to learn and to 

study our Tao values, since the day of obtaining 

Tao as an unbroken vow and promise. Being an 

adul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we act wisely 

and responsibly, as we have always expected for 

ourselves.

Human beings are constantly struggling 

to be satisfied with what we have and what we 

should value in our lives. We are continuously 

trying to search externally for more knowledge 

and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our living standard, 

but the simple truth is we lack the will and often 

neglect our search for our inner selves, our internal 

wisdom, and hold on to family and friends, who 

are valuable to us, and as a result can easily take 

them for granted.

Recently I attended a funeral of a distant 

elderly relative who had passed away peacefully. 

My thoughts after my attending were another 

lesson learnt, and acted like a reminder. What 

we leave behind after our death is our spirit and 

memories for those who have known us, which 

can be valuable and meaningful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May those with grace and virtue, and 

who value their dependents or descendants, 

spread their wisdom further, and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continuously, contag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Memories 
Valued◎Winnie Cheung (the U.K.)



72 Borde No.72 Tao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

When encountering a difficult situation, 

what would you do to tackle it? Would you be 

very nervous, frightened, or depressed when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to solve the problem?  

Or would you calm down and try to figure out 

a solution to that problem?  The following is a 

story about such a situation, and let’s see how the 

general in the story tried to solve his problem.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re was a famous 

Chinese general with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n 

astute and cunning leader.

One day, at the end of a long campaign, 

this general decided to stop in a stronghold with 

a small battalion of  soldiers, sending his main 

fighting force ahead to rest elsewhere.

Meanwhile, one of his enemies catches wind 

of this and decides to march his army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on the general’s all-but 

defenseless posi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 general’s 

awoken by one of his men, who breaks the news:

The enemy’s close. They’ll be there before 

daybreak and the tiny band of soldiers in the 

stronghold will be no match for their numbers.

Hearing this, the general stops and pauses.

Understanding his predicament, he instructs 

his men to stand down, open the gates, take down 

the banners from the walls, and hide.

The general then removes his armor, dons 

a cloak, and sits on the battlements playing a 

mandolin as he looks out at the approaching army.

The enemy leader soon arrives. He recognizes 

the general immediately and orders his forces to 

halt.

He stops to think. He knows this general 

◎Nancy (Taiwan)

Youths Speak
for ThemselvesTao

The Cleve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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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my leader then ordered his army to retreat and 

the clever general escaped from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This story not only shows u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telligent and reacting swiftly, but 

also shows u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alm and 

tranquil.  When facing dangers, it is not easy for 

us to be calm and tranquil, because the first thing 

flashing into our mind would be the safety of our 

life.   Most people would get very nervous and 

terrified. Few of us could stay calm and tranquil, 

and that was why the enemy leader would start to 

doubt whether this was the golden opportunity 

to defeat the general. The courage and composure 

the general had made a world of difference.  From 

the story, we got the real meaning of courage; that 

is, to defeat your enemy is not the real courage. 

The true courage means that you can defeat your 

own fear and worry.

better than anyone, including his reputation for 

wily deeds and setting deadly traps. He waits 

some more.

The presence of this general, sitting there 

with such nonchalance, makes him question 

himself. Was the information he received false? Is 

the general luring him into a trap or is it a double 

bluff?

Is this a ploy to make him question himself 

and the general is, in fact, as defenseless as he 

seems? 

He waits some more…And then he orders his 

forces to retreat.

From the story above, we could see the 

general was very intelligent in tricking his enemy. 

He did not do anything to defeat the enemy. 

In fact, he had no way to do this 

because his own army was not by 

his side.  He just sat there calmly 

and leisurely played his mandolin as 

he looked out at the approaching 

army.   Seeing the general being 

so composed and calm, the enemy 

leader started to wonder if the 

information he received was false, 

and if the general was luring him 

into a trap as the general was very 

famous for being cunning and 

astute.  To protect his own arm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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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常州道親觀看72期「博德」時，

華人重視的傳統節日端午節已過，台灣有句俗

諺：「端午過後才可收冬衣。」意即仲夏真正

的來臨。大家除了換上涼爽舒適的衣物，在飲

食衛生、生活習慣各方面，更要增加自身的健

康存摺。尤其面對疫情，我們「謹慎而不恐

懼，一起努力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感謝天恩師德，前人慈悲，前輩苦心，在

疫情期間，為了讓道親同修莫忘初志，不離道

心，學習不中斷，今年三月，在美國紐約重德

道學院及重德佛堂，連續開設了「點傳師德業

精進班」、「壇主人才班」和「道親班」三個

班期，報名參班人次多達700多人。此次法會

班期，特別精心安排精彩專題，令人法喜充

滿，受益良多。本期起，將陸續刊登「火裡栽

蓮」、「堅志持愿」等專題與「心聲迴響」，

敬請參閱。

本期「慈語甘泉」，是台灣台南天乾道院

於今年4月辦理全台青少年輔導成長營，恭求

活佛恩師慈悲之聖訓。「特稿」，為前人線

上慈悲的「修道真言煉金剛　心空心安上慈

航」，她老叮嚀囑咐青年同修們「修道人講話

要真心真意，實實在在講真話。」那麼，「我

們修道人應該要怎麼做？」前人精闢闡釋《修

道真言》可謂苦口婆心、字字珠璣。兩天扎實

緊湊課程，青年學員必然獲益匪淺、感受體悟

最多，法會司儀的「111年度全台青少年輔導

成長營∼參班心得」，值得您閱覽。

 

今年5月7日，乃「天德菩薩」─王老前

人成道23周年追思紀念日，顧前人慈悲，特

別為文：「希望我們大家作為後學的，能夠追

隨著老前人的精神，繼續她的志向、繼續她的

心愿，努力精進；在任何的環境之下，都能同

心同德、始終如一，永遠盡心盡力、代天宣

化。」身為常州後學，我們定要效法王老前

人，犧牲奉獻的大無畏精神，勇敢堅毅邁向

「學修講辦行」之道路！

  

在疫情未歇的現今，如何提升個人防疫

力 ，想必是您我關注的話題。有人說要「充

足睡眠7─8 小時」，還有「每日虔誦《彌勒

救苦真經》」，當然「常懷喜悅感恩心」絕對

不可少⋯⋯，也許我們還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但卻能用微笑、愛與感恩的心，感動、溫暖周

遭的人。即使在「疫情下」，有道親同修們亦

能「遇見最幸福時光」，希望藉著活動凝聚道

親的道心！在此分享「台南開春全家福活動紀

實」，圖（照片）文並茂，道氣充盈，溫馨趣

味兼具，邀請大家共賞。

編
輯

 

小
語



Famous Quotes

The true strength of a man is in calmness.

—Leo Tolstoy

Courage is doing what you're afraid to do. There can be no    courage unless you're scared.

—Eddie Rickenbacker

	 US WWI aviator & businessman (1890 - 1973)

Courage is being scared to death - but 

saddling up anyway.

—John Wayne

 US movie actor & director (1907 - 1979)

Calm mind brings inner strength and self-

confidence,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good health.

—Dalai Lama

Fortune helps the brave.

—Terence, Phormio

 Roman comic dramatist (185 BC - 

 159 BC)

◎Nancy (Taiwan)



註：若有錯誤，請通知以便更正。

助印功德林 自二○二二年三月一日起至二○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陳慧娥

楊懿慈（迴向

波斯貓泡泡）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彰化高中

301、317、320班
黃文端

（迴向冤親債主

眼疾早日痊癒）

鈴木煌太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彰化高中

301、317、320班
信弘佛堂

李陳花、王黃月、

李承儒等亡靈

李姝嫻、林玉國、

林子涵

陳慧娥

李宗翰

周慧慈

陳慧娥

黃坤玉、吳麗香

（迴向冤親債主）

彰化高中

301、317、320班

 600 

 2,000 

 1,000 

 1,000 

 2,000 
 1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 
 600 
 10,000 
 2,000 
 600 

 1,000 

 1,000 

姓　名 金  額
楊懿慈（迴向

波斯貓泡泡）

群德佛堂

施雪金

先靈王顯臣、

簡玉葉

（迴向冤親債主）

張國吉

（迴向冤親債主）

張淑君、魏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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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宇芯、

程良智、蘇毓樺、

程研甯

吳柏伸、胡金花、

吳梓右、吳珮禎、

吳旻芸、吳婉麗

先靈吳振榮

莫彼得、楊雅惠、

楊文珺

（迴向冤親債主）

范姜復順、范姜士勳、

范姜永宸、羅玉燕、

吳 貞

（迴向冤親債主）

 2,000 
 2,000 
 1,000 

 10,000 

 500

 500

 3,000

 2,000
 1,000

 3,000

 500

姓　名 金  額
陳韋綸、陳妍希、

陳亭妤、李彥韋、

李盈妍、莊庭蓁 
（迴向冤親債主）

簡琴南、柯美鳳

（迴向冤親債主）

黃秋月、傅芊霓、

黃琛

（迴向冤親債主）

張淑君、魏英群

先靈歐陽啟東

莊祐榤、莊祐宸、

鄧俐維、鄧昱嘉

賴富旺、賴建霖、

賴佩伶、賴楷甯、

陳惠琴、廖雪娥

（迴向冤親債主）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何阿儉

（迴向冤親債主）

周淑敏、周珮華

（迴向冤親債主）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郭照國、梅碧珠、

郭俊麟、丁盈如、

郭品妤、郭品言

 500

 1,000

 1,500
 1,000
 1,500

 500

 3,000

 1,000

 500

 500

 1,000

 3,000

姓　名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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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裕廷、沈育年、

陳元泓、陳采筠

陳政雄

吳啟新

張佑安、張廷睿

（迴向冤親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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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1,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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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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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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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製作：慈齋　◎圖片攝影：Arthur食譜

義式焗烤蔬食 什錦蔬菜湯

調味料 鹽1/2小匙、香菇粉1小匙、粗胡椒粒少許。

材料
綠花椰菜半顆、南瓜1/4顆、蘑菇1盒、小玉

米筍6根、乳酪絲50克、小蕃茄8顆、奶油30

克、麵粉20克、牛奶250 CC。

作法
1. 綠花椰菜切小朵，南瓜去籽、削皮後切小

塊，蘑菇擦乾淨後切片，玉米筍一小根切

成3等分，全部放入滾水中燙熟，撈出瀝乾

備用。 

2. 鍋中放入奶油加熱，融化後放入麵粉，用

小火炒均勻。之後將瓦斯關閉，倒入牛奶

攪拌均勻。

3. 再將燙好的綠花椰菜、南瓜、小玉米筍、

蘑菇以及切好的蕃茄，放入烤盤中，淋上

白醬再撒上起司。

4. 最後放入預熱至180度的烤箱中，烤至表面

金黃色即可。

材料
高麗菜1顆、凍豆腐1盒、生薑5片、鮮香菇8

朵、玉米2根、紅蘿蔔1根、香菇丸子8顆、

水3,000 CC、橄欖油2大匙、鹽1大匙、香菜1

株。

作法
1. 鮮香菇洗乾淨、玉米洗淨後切塊、高麗菜

對切撥開成一片片後洗淨、香菇丸子對

切、香菜洗淨切末、紅蘿蔔削皮切成滾刀

狀。

2. 橄欖油、薑片倒入鍋中，以小火加熱。待

稍微上色後，加入紅蘿蔔、凍豆腐、玉米

跟3,000 CC的水。蓋上鍋蓋以中火煮約10分

鐘，之後再放入高麗菜煮到快軟的時候，

再加入香菇丸子煮熟為止。

3. 加入一大匙鹽，少許香菇粉，調味之後熄

火，最後撒上香菜末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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