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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祖師　神光尊者 　楊碧珍

　　神光二祖姓姬氏，諱神光，號慧可大師，後魏高僧，
乃燃燈古佛化身於金陵，武寧人，因他家祖代積德累功，所
感佛性臨於其家，又因其母感異光而有孕，故取名神光。
　　神光自幼智慧聰明，佛性不昧，和氣樂群，教學博覽孔
孟，老莊之學，尤精玄理，而好遊山樂水。後偶一覽佛道
書，便超然自得，因此在洛陽縣龍開寺出家修行，頗通經
典，每日在金陵王舍城中黃花山講經說法，人天百萬聽講，
常有天神、天女擁護散花。神光在此講經四十九年，一日
偶然見到一位來僧，不免問道：「老僧從何而來？」祖曰：
「不遠而來。」神光曰：「既然不遠，往日未見來此。」祖
曰：「不得空閒，一要上山採靈藥，又要下海取寶珍，又要
修造無縫塔一座，只因功果未完成，今日偷閒來此，聽爾
慈悲講經文。」神光遂將經卷展開，細說經文佛法。祖曰：
「不成佛法，未能了得生死。」神光曰：「雖不能了生死，
但能免於輪迴。」祖曰：「既有輪迴，生死未了，輪迴怎能
脫免，講說何益？不明佛法！」神光聽畢大怒，手執鐵素
珠，迎面打來，遂打落老祖師門牙兩個。祖欲吐出，不忍此
地要遭三載大旱，祖欲吞下腹內，又恐破了五臟之戒，只得
忍耐，口含齒血，往西而去。老祖師嘆畢，不忍抛棄神光，
設法再度。心默一會，將數珠取下十粒，化為十殿閰君，飄
然而至，立於神光法台之側，神光正欲登台，忽見十位秀士
到此。
　　神光問曰：「各位先生係何方人氏？莫非來此聽法
乎？」十殿閰君答：「吾等乃是幽冥地府十殿閰君，並非來
此聽法，因爾陽壽已滿，特來此取爾之生魂。」
　　神光聽說，大駭曰：「我曾說法度眾四十九年，費有無
窮辛苦，積有無量功德，豈無法躲閰君乎？」
　　閰君曰：「今天天下只有一人能躲脫，餘外概不能
免。」
　　神光曰：「此人是誰？」
　　閰君曰：「是前日來此那位黑臉和尚，有得到無字真
經，先天真傳，纔躲得脫吾等之手，盲修瞎煉，其實都躲不
了脫生死。」
　　神光聽說，心中慚愧己極，悔恨自己失緣，只得跪地，
向閰君面前討饒免死，好去追求達摩大師指示，只得俯伏哀
懇，十位秀士恍然化無，神光起身就向蓮台，一腳踢倒蓮
台，急忙起程，追趕大師。
　　一直奔上「熊耳山」，見了達摩大師，四禮八拜，參駕
已畢。見得老祖師，端然正座，巍巍不動，並不開言啟齒。
　　神光只得俯伏拜告：「弟子肉眼凡胎，不識老祖師西
來。」見老祖師良久不理。神光再三哀懇，伏望祖師，慈悲
赦罪，賜下恩來。曰：「神光跪地不抬頭，淚濕衣衿自己
憂，望師莫記前言語，別了真人無處求。」
　　神光跪懇哀求，已經一日一夜，夜間山中大雪不斷，積
雪已經超過膝蓋，神光仍然堅立不為所動，達摩終於注意到
他，心生憐憫地問：「你久立雪中，所求何事？」神光悲
傷流淚說：「希望大師慈悲，大開甘露之門，廣度有情眾
生！」
　　祖師曰：「欲求正道須去左旁，要待紅雪齊腰，方可傳
授。」
　　神光誤聽去左膀，為了表明心誠，乃拿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於祖前，皚皚白雪著股紅的鮮血，老祖師一見，大動
慈悲，急將袍裙撕下一塊，搭於神光左膀，血止痛愈。」
　　神光曰：「叩請天神鑒察，弟子心誠求道，倘有意欺師
滅祖，永墜地獄，不得超生。」
　　祖曰：「善哉！善哉！要修端正道，須去左道旁門，如
何卸左膀？險此誤殘生，要紅血齊腰，無非考心志，爾這紅
袈裟，留敬後世人。」
　　達摩祖師看神光為法忘軀，知是上天法器，諸佛菩薩為
法，在我面前斷臂，求法心志已在，便收他為弟子，取了他
法名叫「慧可」。傳三寶心法給慧可時，「以心傳心，心即
是佛，直指人心，得無上法門。」神光知師指示生死分明，
徹悟生死，歸根一竅，性命之本源，喜不自禁曰：「虧我說
法數十年，不曾悟到身中心意，纔知白紙寫字是得不到超生
了死。」
　　祖師曰：「經者徑也，引迷入覺，修行之路徑，望人人
醒悟，明其道之真偽，事理之是非，分其旁正，以了生死，
教外別傳，真經不在書紙文字，只在口傳心授耳。」
　　神光問曰：「諸佛的心印，我可以聽聞嗎？」
　　祖師曰：「諸佛的心印佛法，不是從形象上而得的。」
　　神光領悟，叩拜頂禮謝恩，便問曰：「我身何處來，身
歸何處去？」
　　祖師曰：「要問我身歸何處，常在雙林寂滅修，來時只
有一條正路，去時便有千萬門戶。」祖祖相傳佛心印，師師
接承大道興。
　　神光問曰：「參到自然之處，自己知也不知？」
　　祖師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
覺知陰陽，並要做無知人，知覺動中靜，知覺者即易悟，迷
昧者便難行。」
　　神光問曰：「什麼是雞卵乾坤？不知先有雞？還是先有
卵？」
　　祖師曰：「混沌之時，無卵無雞，清濁二氣，混沌一
團，乃是無極之體。待子時一陽性動，清氣有感，如卵中之
清。丑時二陰命動，濁氣靈通，如卵中之黃，陰陽交感，二
氣通靈，無極生太極也，一朝闢破洪濛，分出混沌，太極生
兩儀也，此時如卵生雞，先有卵而後有雞，若明此理，便識
天機。」
　　祖師又曰：「單傳正訣爾今領，無字真經最上乘，末後
一著不可輕，執中貫一幾人知，明心見性佛之本，萬法歸
一，理之幽深。」
　　祖師曰：「復度神光繼祖燈，領我單傳遵我命，正法眼
藏，傳授予你，又將道統於你執掌。」神光接受祖師的衣
鉢，即便叩拜頂禮謝恩：「蒙師指示週天造化，弟子明心切
記」。神光一肩擔荷執掌，宏法於金陸道場，為中國禪宗第
二代祖師。

偈曰：
人人有卷無字經，
不用紙筆墨寫成；
展開原來無一字；
晝夜四時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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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潔芳

　　去歲臘冬氣候奇寒，南北加州農作物大多數
都給凍壞了，致而失收。然而，天緣佛堂前院的
大盤珍貴蘭花開滿枝，後院桔子紅了結成果實又
大又甜，敬佛獻供之後，分贈道親，共饗碩果。
一如陳點傳師善頌善禱象徵道務宏展！
　　大年初一之夕，楊老點傳師以及各位點傳師
聯袂蒞臨拜年，同行尚有貴賓李錢男壇主與大家
結緣賜導：
　　首先，從一個故事做開場白，有一對師徒沿
江邊走，一群野鳥展翅飛過，牽動了徒兒的思
緒，仰慕那鳥群自由自在，而自己卻沾滿困頓，
感懷悵惘之餘，心不在焉，遠眺野鳥冉冉影群，
漫不經意的回答師父，飛走了！都飛過去了！突
然徒兒感到鼻子給夾著，扭住很痛，原來是給師
父揪著，訓斥著：「明明在此，怎麼是飛過去
了呢！」終於頓時清明了，已給師父點破「自
性」；大悟於「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沒有內、外分別，沒有時空對立，我之
與野鳥，都是假相，那只是暫時存在的幻景，皆
是當下存在的自性而已。李壇主二十歲求道，道
齡五十年。開始在道場服務是於退役之後，當
初買第一部車子，專程接送點傳師去開班。後
期，先天道院開堂，負責接送道親參班，當車子
壞了，即時換新的。延到如今，車子一共已消耗
了十二部，車子從不供遊樂之用，全程予道場應
用，以服務道親參班可以聆聽道理，有所體悟，
充實人生。可喜的是，原地以前只有四家佛堂，
擴充到今年已經先後三十家佛堂了，因為大家知
道一貫道很寶貴，所以把握了時機，先後修道，
吃素，開佛堂。掌天廚最有經驗的李壇主，提到
吃素也就侃侃而談了，素食是修身養性的最好方
法。吃素不但培養我們的慈悲心，讓自性光明，
可免因果報應，況且經過科學界、醫學界研究，
已證實素食對體康頗有幫助，我們只要多注意吸
取營養身體之所需，而且植物所含成份遠比動物
含量豐富得多。至於肉類，它含有多量的膽固
醇、脂肪過重，對身體影響甚大，別為了味覺和
口感，忽略了健康，歸納起來，素食對我們的健
康確切有很大的益處。
　　熱心道務，捨身奉獻，全心全意了愿的李壇
主呼籲道親：大家抽空回來護壇，道場是一個大
家庭，要互相照顧，仿似太陽、月亮般大公無私
之光，澤及眾生。道場上只有大愛，犧牲──沒

有「利」；只有責任，承擔──沒有「權」；只
有大公，正道──沒有「名」；只有謙讓，倫理
──沒有「位」。大家是修道人，替天辦道都為
著眾生，「內」求性理心法，「外」度有緣種
子。大家在一起，就像兄弟姊妹，都用恭敬心來
服務道親，彼此扶持，勉勵，師尊有云：「日用
倫常就是道」，道不離生活，它是一種有宗旨，
有反省，若做錯了，要懺悔，要改過：知過能
改，「善」莫大焉！要經常反思，待人接物，可
有虧欠之處！修道千萬別看在有形有相上，好看
與否？好聽與否？其實一切皆空，如果我們能把
日積月累沾滿塵垢的過、錯、罪一一褪盡，恢復
到本來面目，人生才獲嶄新的一面。全憑藉良知
良能的「道」來處事應物，自性之光才會愈來愈
亮，務必堅持一貫道宗旨，才是至正確的。
　　年初七開班，黃明雲講師慈悲談「一貫道的
心靈改革」，其大意是一貫道弟子要充實道學常
識，注意心性培養，都是教我們如何來開創出人
生的智慧。大家的思想言行能夠以儒家倫常為依
歸，社會得賴以安定；在這窮物欲，高消費，拼
享受的當今社會裡，尤其具有深重的意義，告訴
我們修道要修一個「真」。孔子曰：「君子有九
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是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種情況應考慮到：（一）看是否看明白？
（二）聽是否聽清楚？（三）臉上表情是否溫
和？（四）舉止容貌是否端莊？（五）言語談吐
是否忠誠老實？（六）工作態度是否嚴肅認真？
（七）遇到疑問，考慮如何向人請教？（八）要
生氣了，該考慮有什麼後果？（九）看見可得到
的，要考慮獲取它與「義」是否符合呢？學習了
這一課論語，欽佩孔聖先師──聖人之為聖，不
僅是道高德隆，還有利於天下的人。
　　元宵小過年感恩陳點傳師三度親臨，恭請賜
導，仰祈一貫道道務一往昔的宏展！同時感謝天
緣道親們於年初八齊心協力回全真服務，度化進
香團五百眾功果圓滿，皆大歡喜！接著，陳點傳
師提及去年底曾隨點傳師團應邀訪問越南，盛讚
該國是個好地方，尤其迄今一匡天下，國運興
隆，總期盼俯輿民情，瞭解一貫道宗旨，純粹在
於促進健康文明社會風氣和諧人際關係，俾令合
法化普渡眾生，人人能求道，修道，則國之幸，
民之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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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無住生心 陳淑敏

　　「無住生心」的全文出自於《金剛經》：「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惠能在聽客人誦《金剛經》
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言下大悟。五祖也曾
說過：「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即了成佛。」
《六祖壇經》的開宗明義章：「菩提自性，本來清
淨，但用所心，直了成佛。」見性即可成佛，《金剛
經》與《六祖壇經》的中心思想都在此。
　　我們說修道、修行，我們到底在修什麼？在找到
我們的自性而已。問題是自性要到那裡去找？六祖
告訴我們：「何期自性，本自具足。」自性人人具
足，人的自性與佛的自性無異，只是眾生迷，故稱凡
夫。自性人人本自具足，為何我們會找不到？因為有
障礙，稱為業障。妄想、妄心在前面，故真心不現。
凡夫做事，用妄心、私心在做，真如本性不現，故稱
凡夫。妄心現，則六道輪迴現，真心現，則入佛之境
界，故修行要從這裡修起。
　　「無住」就是不著相、不執著，即般若智慧。在
一切境界中無住，即在六塵中不執著，得大自在。看
破放下即布施。應無所住，行於布施。修道即修布
施，財施法施、無畏施，多行三施。捨身外之物，身
外之財叫財施。捨智慧，分享悟道成果，助人開悟，
叫法施。無畏施乃捨身為別人做事，捨我，捨我身。
有些人不願意，常說我沒空，我有好多事要做；我不
會做這些事，我不願做那些事，此乃我相。我相能
捨，四相皆無。身子就隨緣，在世之長短，弘法利生
為眾生。此乃布施般若蜜。布施即「捨」字，捨財、
捨物、捨法、捨我、捨身。應無所住，而行布施。努
力做我們能做的事，但不著相。不著相即是不固執己
見，不生氣不如己意之人事，不存得失，不希求名
位，不求回報，不憂慮，不牽掛任何不如意之事，但
努力地做事，此乃「無住生心」。「應無所住」，得
大智慧，乃修慧，「行於布施」得大福報，乃修福，
福慧雙修，功德圓滿。
　　「無住」就是放下，把生活中所有的煩惱，憂慮
牽掛，習氣統統放下，把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
下，恢復心地清淨。「生心」就是生起清淨心。妄心
除，障礙沒有了，則真心現。著相則有障礙，有束
縛，不著相，則身心自在，清淨，事來，智慧現前，
知道如何去做，事去，心中泰然，清淨不染。能無
住，就去心。無住生心是一，妄心放下，真心就顯。
如太陽被烏雲擋住，烏雲一開，太陽即現。把仙佛在
經上所說的道理，在生活中完全做到，就是破迷開
悟，轉煩惱為菩提。把每天無限煩惱的生活，變成菩
提智慧之生活，你才真正感受到法喜充滿，生活美滿
快樂，幸福無比。人生不再是苦海，而是非常有意
義。活著不再是為自己，而是為眾生。生活、工作與
做事都不為自己，而為別人。無住生心的道理是既簡
單又無比的殊勝。
　　凡夫著相，最嚴重的就是「著我相」，凡事以我
為中心，對我有利之事才肯做；愈做事就愈覺得自己

了不起，愈唸經書，愈驕傲，覺得自己已懂很多，如
此「我見」「我執」也。因為每人都以他自己為中
心，所以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很多衝突與煩惱，只要
與自己的利益相違背或做事結果不是自己所想要的，
則產生煩惱，故煩惱皆因我相、我見、我執所引起。
能去除我相、我見、我執則自在快樂，別人罵我，沒
有一個「我」可接受，就不會生氣，做事沒有一個
「我」想得什麼；不固執己見，因為沒有一個「我」
有意見；與人共事，不計較也沒有利益衝突，因為沒
有一個「我」有任何利益，日常生活，處世待人接
物，都沒有「我」，不會生氣，也沒有煩惱衝突，得
大自在，快樂無比，法喜充滿，凡事隨緣，凡事為別
人做，你就是活菩薩，你過的就是活菩薩的生活。
「一切隨緣，順其自然，心中清淨，不著相。」
　　不著相就能不為外境所轉，著相的人，別人說東
說西，你被牽著鼻子走，別人罵你，你生氣，別人要
你哭，你就哭，別人要你笑，你就笑，別人說你一句
好話，你就可以為他做牛做馬，別人說你一句壞話，
你氣得半死。別人一句半句，你都放在心上，是自找
煩惱。事情接觸愈多，煩惱就愈多，這就叫做著相，
你的心為外界境界所轉。聰明的人要能不為境轉，而
且能轉境，如何能轉境，無住生心就能轉境，做事盡
心，內心清淨，褒貶皆不為所動，沒有得失，做事再
多也不怕，也無煩惱。凡夫在境界上生煩惱，覺悟之
人在境界上生智慧。做真修行，修六度萬行，不為境
轉，而能轉境，則得自在無礙。
　　六祖之無相頌：「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不要一天到晚只看見別人的過失，那不是修道。看見
別人的過失，也是著相，著相後所生之心，不是真
心，而是妄心，常有壞念頭，起瞋心生氣或嫉怠不
滿，愈看愈不順眼，或甚至與他爭權奪利。六祖教我
們要修「戒定慧」先持戒而後有定，修定而後生慧。
自己持戒，不是叫別人持戒。我們修道常犯的毛病
是，自己有否持戒不知道，可是一看見別人不持戒就
起瞋心生氣，這樣的修行是得不到定與慧。我們應該
時時反觀自省，看見別人有過失，回過頭來反省自
己，警惕自己不要與他人有同樣的過失，進而去改掉
自己的過失，時時記住六祖所說的「若真修道人，不
見世間過。」不見世間過，就是無住，無住所生之心
才是真心。
　　真實我們所有病根，都在於執著，因執著而有障
礙，不執著則事事無礙。人生如戲，人生就像一場
戲，在戲中，每人有一個名字，有事情，有境界，演
戲時，逼真的演，落幕時一場空。心中知道形是戲，
不是真的，自然不生煩惱。凡夫把戲當真，執著戲中
之境，陷入無邊的苦海。所以說，無住生心就是演戲
時好好演，境界過了，心中保持清淨，知道一切是假
相，不可執著，心念一轉則轉煩惱為菩提，轉凡成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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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立春到立夏為春季，今年為農曆十二月十七至三
月二十，春季有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六
個節氣。根據中醫學理論，春季是萬物開始生長的季節，
此時氣候由寒轉溫，萬物復甦，人類的新陳代謝也開始活
躍。所謂「百草回生，百病易發」，我們在這時應特別注
意自己的身體，防治疾病。體弱者和老人更要防止舊病復
發。由於這時候的天氣驟冷驟暖，變化很大，所以常有流
行性感冒、過敏性哮喘、肺炎、胃痛、胃潰瘍等疾病的發
生。流行病學大量的調查資料顯示，麻疹、白喉、百日
咳、氣管炎、肺結核等呼吸道傳染病的發病率在春季遠遠
高於其他季節。
　　《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攝》中說：「春夏養陽，秋
冬養陰。」此為四時調攝的宗旨，它是根據自然界和人
體陰陽消長、五臟盛衰的不同時間的特點狀態，而制訂的
四時養生原則。《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春
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
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
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
病，奉長者少。」意思是，春天的三個月自然界陽氣開始
升發，萬物復甦欣欣向榮。因此，春季養生必須掌握春令
之氣升發的特點，注意保護體內的陽氣，使之盛旺起來。
這一養生原則應從飲食、運動、起居、精神等各方面去著
手，如果違反了這個道理，就會損傷肝氣，到了夏天會變
生寒性的病，也減少了人體適應夏季盛長之氣的能力。
　　所謂春夏養陽，在飲食方面宜適當的多食些能溫補陽
氣的食物。李時珍《本草綱目》引《風土論記》裡說「以
蔥、蒜、韭、蓼、蒿、芥等辛辣之菜，雜和而食」，這些
可謂是養陽的佳品。關於韭菜，《本草拾遺》說：「在菜
中，此物最溫而益人，宜常食之」；李時珍亦云：「韭
葉熱根溫，功用相同，生則辛而散血，熱則甘而補中，乃
肝之菜也。」所謂肝之菜，是說韭菜對肝的功能有益。至
於蔥，在中醫蔥的全株都是藥，其葉能利五臟、消水腫；
蔥白可發汗、解毒消腫。在《本草綱目》中記載用蔥治病

的藥方共有五十四個之多。現代醫學研究發現經常吃蔥的
人膽固醇不易在血管壁上沈積。吃宗教素者則可多吃蓼、
蒿、芥，蓼是一種野菜現已少見。還有豆豉、芫荽都屬辛
溫發散，在春天也都可多加利用。菠菜可疏肝養血，但因
含有草酸，在人體內與其他食物中的鈣質結合，會形成草
酸鈣，不利人體對鈣質的吸收，故不可大量食用。
　　在五行方面，春天屬木屬肝，是肝、膽經脈最旺盛的
季節，木克土，脾屬土，春天肝旺可傷及脾土，而影響
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五味入五臟，酸味入肝，甘味入
脾，若春天多食酸味，則使本來就強的肝氣更強，如此會
損害脾胃之氣，故唐代藥王孫思邈說：「春日宜省酸，增
甘，以養脾氣」即春天要少吃酸味的東西，要多吃性味屬
「甘」的食物，才能補養脾胃之氣，最典型屬甘味的食物
有紅棗，還有山藥、芝麻、杏仁、紅豆、黃花菜，春天可
常吃多吃。素有「長壽粥」之稱的山藥紅棗粥更宜於春天
多食，將新鮮山藥、紅棗與白米一起熬煮，加一些枸杞子
即成。
　　春天屬肝木，春氣通於肝，天人相應,故春季養生重
在養肝，最重要是注重精神、心理的調適，思慮過渡，或
經常憂愁不解，會影響肝臟疏泄功能，進而影響其他身體
器官，導致疾病。根據统計精神病的發病率，在春季明顯
高於其他季節，原有肝病者在春季不注意調養往往會加重
或復發，所以在春季應注重精神的調適，保持心情舒暢，
切忌憤然暴怒，中醫理論很注重「怒傷肝」，肝傷就影響
脾胃，脾胃為後天之本，對身體自然有深遠的影響。故春
季養生必須戒怒，並保持精神、心情愉快。「知足常樂」
不過份追求名利與物質的享受，是快樂的泉源。
　　此外，要盡量把日常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壽親養
老新書》中記載有十樂：讀書義理、學法帖字、澄心靜
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
茶、登城觀山、寓意弈棋。這都是非常易於養生的娛樂。
　　有道是：「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春季養生得
法，就會有益於全年的健康。

春季養生 　　　　曾戎威　中醫師

    One of my favorite holidays is Chinese New Year. Every year 
we get lots of red envelopes. Inside the red envelopes are money 
for good luck. Every year at the temple we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A week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the whole temple hung 
with red and gold decorations. This year we started with the lion 
dance. We do the lion dance first to scare away all the bad spirits 
and welcome the new year coming. We also do this to wish for 
good luck the whole year and hope everyone’s wishes come true.

    The next program is from the English class. We have four 
VIPs from Indiana. They are Bill, his wife Paije, Andy, and his 
wife Shawna. Bill carried a big guitar with him from Indiana. He 
played two lovely songs for us, the kids. We children sat in front of 
him when he played those wonderful songs.

    The third program was from the teenager group, little kids 
group, and the children group. We sang a song. The song was 

called “Kong Shi Kong Shi”. Everyone felt so happy. We all 
enjoyed it.

     Next, we had a fun, interesting guessing game. There were a lot 
of flat paper balloons with Chinese riddles on them. If we guess 
them right we would get a gift. Inside the gift could be a glass 
picture frame or several small gifts like tiny computer mouse, a 
notebook with a calculator that gets the energy from built-in solar 
panels, and tiny radios.

     The last program was the four masters: Master Yang, Master 
Chen, Master Koo, and Master Kuo. They each said some 
blessings for the new year. 

   This year of  the Chinese Zodiac is the pig . Hope you have a 
great year. Oink! Oink! 

～ Chinese New Year   ～
    By Allen Chen　陳柏瑋  4th g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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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故事大啟示
《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孔子被困在陳蔡之間，七天沒有生火煮飯，
喝著沒有米粒的野菜湯，面色很疲憊，但仍在房
中彈琴唱歌。
　　顏回在屋外採摘野菜，子路和子貢討論說：
「先生兩次被驅逐出魯國，在衛國被禁止居留，
在宋國差點被殺死還蒙受了恥辱，在商周不得
志，在陳蔡被圍困，殺害先生的人無罪，凌辱先
生人不受約制。而先生彈琴唱歌從未停過，難道
君子無恥辱之心已到了這種地步？」
　　顏回沒有說什麼，進去告訴孔子，孔子推開
琴唉聲感嘆道：「子路和子貢是淺見的小人，叫
他們進來，告訴他們。」
　　子路和子貢進來。
　　子路說：「現在這樣子可以說是窮途末路
了。」
　　孔子說：「這是什麼話！君子通曉世上的學
問就叫通，不通曉世上學問才叫窮。現在懷抱仁
義大道，而遭逢亂世的患難，怎麼算是窮困呢！
所以我內心反省而不愧疚於道，面臨危險而不喪
失於德，大寒來臨，天降霜雪，我才知道松柏的
長青茂盛。在陳蔡的困阨，對我來說也可以算是
幸運的事。」
　　孔子安然地再度彈琴吟唱，子路興奮地拿起
武器跳舞。
　　子貢說：「我不知天高地厚呀。」
　　古時候得道的人，窮困也快樂，通達也快
樂。
　　他們高興的不是窮困或通達，而是只要明白
了道德，窮困和通達就如同四季風雨的變化一樣
自然。
　　所以許由在潁陽水邊很快樂，而共伯則自得
於丘首山上。
        　
　──《莊子 讓王篇》

　　錢與勢，是現代人揮不去的夢魘，既得利益
者，誰肯停止堆積？既得權勢者，誰肯輕言讓
位；人性道德的缺陷在這個商權世代表現得最淋
漓盡致了。
　　四十年代戰爭結束後，所謂「戰後新生潮」
的現代新人類，就沒有機會從戰亂與貧困的頓挫
中去洗禮，去經驗困頓而成長。
　　新人類是幸運的一群，但在優渥平順的生長
背景中，得之容易，也使這個世代面臨人性最腐
蝕崩解的危機中──失之也快。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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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告子篇》稱此種困頓的磨鍊環境是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沒有戰亂，沒有窮困，社會速富得取容易，
揮霍得失去也快，新人類沒有「量入為出」的節
儉慨念，有一分，用一分，再賒借一分，信用卡
先刷再說，付賬是下個月底的事。寅支卯糧，負
載得不只是累物，更是一筆深沈的錢債、人情
債、歷史義務未償的社會債，甚至枯天竭地的天
地債。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的先憂而後樂，正如孟子的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也更像孔子的困頓於陳蔡之間，
這些歷史的諍言和事蹟，給了歌舞昇平的現代人
什麼啟示？
　　或者猶如清醒的社會學家所說的，這是最容
易健忘歷史的世代，也是一直在重蹈覆轍的盲亂
世代。

　　　　　　～活佛師尊慈示～

　　在這短暫的歲中，我們看過出生入死，生生
死死的眾生相。
　　生死這一段時間，是前世與來世的分隔站，
但我們可曾想過：人生中什麼是永久的？什麼是
短暫的？浮生夢裡如蜉蝣，生也悲愁，死也悲
愁；光陰荏苒似水流，日也難留，月也難留。
　　一朵花被人供養在花瓶中，這是因為花正開
著。
　　等到花謝，就被扔入垃圾箱中。
　　花會開，就會謝，
　　月會圓，就會缺，
　　人會生，就會死；
　　這些能常久嗎？
　　輪迴無止永不休，那是盡頭，無有盡頭；
　　富貴曇花水上漚，觀古王侯，看今王侯。



美國全真通訊 �

    This is one of Chuang Tzu's many stories featuring 
Confucius in a central role. It depicts Confucius as a wise 
teacher and a humble student of the Tao. This may come 
as a bit of a surprise, because sometimes we come across 
the notion that Chuang Tzu uses such stories to ridicule 
and criticize Confucius. The more we study Chuang Tzu, 
the more we see that this is just another one of the many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Tao.
　　A true sage would have little need to ridicule or criticize 
anyone, and 2,500 years ago there were no such labels as 
Taoism or Confucianism. All the masters including Chuang 
Tzu and Confucius studied the Tao, and in that pursuit they 
learned from one another with mutual courtesy and respect. It 
was only later generations that started rivalries, disregarding 
the teachings of harmony and thus straying far from the Tao.
　　In this story, the majestic waterfall of Liu Liang 
represents life. The fearsome force of this waterfall represents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that we encounter 
in life. The water carries so much power that there is nothing 
one can do to stop it, slow it down, or redirect it. In the same 
way, sometimes we feel ourselves propelled along by the 
progression of events, heading toward a certain outcome and 
completely powerless to avoid it. The sheer force of fate, like 
the waterfall, can be overwhelming.
　　Some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Tao superficially are 
fond of saying that we all live in the Tao and can never be 
apart from it, so everything is already perfect as it is. With 
the waterfall imagery, Chuang Tzu points out the error of this 
thinking. While we are indeed immersed in the Tao like fish 
in water, that water is not necessarily tranquil. Because life 
is dynamic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it can often push us in 
unexpected directions. In this way it is much more similar to 
the chaotic currents of the waterfall.
　　Most of us attempt to survive the waterfall of life with 
limited success. Sometimes the water slams us against rocks 
or tosses us around like rag dolls. Sometimes we try to 
fight the water, but the effort is draining, and soon we are 
exhausted. We rail against such injustices, but no amount of 
rage seems to make any difference.
　　Then, just like Confucius witnessing the man emerging 
from the river without a scratch, sometimes we see a few 
people who, unlike most of us, seem to handle life with 
effortless ease. Strangely, the mighty current of misfortune 
does not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them as it does us. When 
they come out of this current, we can see that they have 
suffered no harm or fatigue. Not only that, but they actually 
seem to be having fun! How can this be?
　　The man in the waterfall represents the sage who has 
mastered the art of living life to the utmost. Such is his 
mastery that his skills have become completely natural to 
him. They go far beyond "techniques" or "strategies" that one 
can learn in self-improvement books; they become totally 
integrated with his instincts and reactions.

　　There are two major elements in the sage's mastery. 
The first is perceptive awareness. Just as the man in the 
waterfall follows the nature of the water, the sage is keenly 
aware of his environment and the forces at work in it. He 
brings observations and insights to the present moment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is going on. This means he does not 
merely "let go" in living the Taoist life - that would only be 
yet another misconception. Instead, he is actively interested in 
his surroundings and curious about current events and trends. 
This is how he follows the nature of life.
　　The second major element is proactive involvement. 
Once the sage understands the direction and velocity of a life 
current, he works with it. Rather than to let himself be thrown 
around by the current, he rides it. Just as the man in the 
waterfall sees water as a friend and knows where it wants to 
go, the sage embraces life and intuitively senses its tendencies 
and inclinations. Thus, rather than to fight the tremendous 
power of the water, the sage leverages that same power to his 
own benefit.
　　Some of the currents drive us downward. Such currents 
represents setbacks in life, and we all encounter them from 
time to time. The sage's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informs him 
that no current can sustain the downward push forever. Sooner 
or later, it must reach an extreme and turn back around. 
Those who are able to anticipate this, like the sag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upward movement; those who cannot, may 
very well miss the opportunity.
　　How can we learn to become masters of the waterfall, or 
expert surfers riding the waves of life? Chuang Tzu tells us 
that first we must get to know life and become familiar with 
its many currents. As w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fortable, we 
should start practicing with them while remaining observant 
and sensitiv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When the currents 
change direction or speed, we must adjust ourselves to match.
　　The most important direction from Chuang Tzu is that 
we need to make a lifelong habit out of this practice. This is 
because the Tao is not a passive or inactive pursuit. Instead, 
it is full of vitality and dynamism, and embodies an action 
orientation. Therefore, mastery of life cannot happen all by 
itself without proactive involvement on our part.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us to gain this mastery? Chuang 
Tzu cannot tell us, because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Some of us may need an entire lifetime to master life itself.
　　We do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though, and that is if we 
take proactive steps to start developing the habit as Chuang 
Tzu suggests - in other words, cultivate the Tao in a consistent 
daily practice - then we, like the man in the waterfall, will 
also find ourselves enjoying every minute of it!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The Waterfall (Part II) by Dere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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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院兒童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負 責 人

林信价

內　容

　　　徐翠妤　　基礎ㄅㄆㄇ、看圖識字、中文故事、唱遊

  負 責 人

內　容

　　陳淑敏、杜梅瑞　　孝經、弟子規、遊戲、音樂天地

  負 責 人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4/01/2007 04/08/2007 04/15/2007 04/22/2007
辜添脩 郭詩永 陳正夫 辜添脩

天緣佛堂
04/02/2007(二月十五)   　 經  典  講師：郭詩永　  語譯：郭瑞芳  道寄韻律：容寶玲

全脩佛堂 04/28/2007(三月十二) 六祖壇經般若品（十七）    參班學員

日期

負責點傳師

組長

   03/30, 04/01/2007  04/06, 08/2007   04/13,  15/2007 04/20, 22/2007

陳正夫 辜添脩  郭詩永

日　期   負 責 人

 04/01/2007

 04/08/2007

 04/15/2007

 04/22/2007

李寶莉

鄭末子

楊阿晟

鄭末子郭海明
吳韓衛

全真道院經典研究英文班 　　Tao Study Group 10:30AM~12:30PM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講　師    專題講座　　講　師   點傳師賜導
4/01/2007  陳彥宏   溫潔芳 征服自己　　黃明雲    一貫道義　　陳正夫     辜添脩
4/08/2007  溫潔芳   吳韓衛 聞過則喜　　張邦彥     道德經　　 辜添脩     郭詩永
4/15/2007  呂柏欣　 溫潔芳    屈伸自如    吳鑌娟     大  學     郭詩永      陳正夫
4/22/2007  張永美   吳韓衛 　　  聯        合        開            班  　　　　  

4/29/2007  李寶莉   溫潔芳    暗夜明燈    林達雄         春     季     大     典

全真道院青年班班程表

    Date                               Topic (10:30 ~ 12:00)                                       Moderator      Master(12:00 ~ 12:30)
4/01/2007   Is it a sin if one does not put its principles in performance after joining the         James Chih    　 Master Kuo
                   established school of Tao?                                                                                        
                                                                                                                    

                                                                                                                                                     

溫潔芳
呂柏欣

 林貞伶
 黃明雲

  修道心得：龔麗虹

04/17/2007(三月初一)　 圓覺淺言(九) 講師：溫潔芳　  語譯：譚覃光  道寄韻律：陳佩芳  修道心得：譚覃光

 04/29/2007 楊阿晟

04/27, 29/2007

陳正夫

溫潔芳
呂柏欣

04/29/2007
郭詩永

4/29/2007

4/08/2007

4/22/2007  Joint Meeting                                                                                           

Why does I-KuanTao combine all three religions thoughts into one 
principle,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in their leading ideas?
(Practice holy etiquette for 30 minutes)

James Chih        Master Koo4/15/2007

Why should one become a Taoist as long as one is good-hearted? If 
one has a good heart and practices another religion, why still encourage 
others to receive tao?  

James Chih       Master Kuo

Larry Menner   　  Master Chen

郭詩永

林貞伶
黃明雲

 Freedom From Past To Presen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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