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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點傳師賜導

賀歲迎接彌勒佛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又是新年度的開始
──二OO八年，農曆正月初一日，欣逢佳節，迎
接彌勒祖師掌天盤，全真道院全體同修共同來感
恩祖師，傳播天道，渡化芸芸眾生，讓更多有緣
人登上法船回彼岸，指引九六原靈回理天。
上天 老 慈憫，安排很多仙佛暗中保護我
們，在修辦道當中，做一個快快樂樂的修道人。
首先向張老前人、前輩們、前賢們，祝賀新春萬
事如意，身體健康，並祝一貫道，更光明燦爛，
救渡更多原人，同登覺路，邁向光明大道。
過佳節人人喜氣洋洋，大家緬懷列祖列宗留
下來的歡度佳節，回鄉禮拜祖先，充滿了歡樂，
千門萬戶，在圍爐、吃團圓飯，歡樂著親情友
誼，人人流露著關愛與鼓勵，人人都在互相祝
福，互相拜年，互相說好話，更感受人與人的溫
馨喜悅。
上天 老 特派彌勒祖師來掌天盤，大演龍
華三會。彌勒佛祂是全人類公認的快樂佛、歡喜
佛、幸運佛、發財佛、微笑佛，祂是和平與安穩
的象徵，祂是光明希望的象徵，祂是幸福、美
滿、財神的象徵。彌勒佛於唐代轉世為「布袋和
尚」的法相，布袋和尚在浙江省奉化縣留下了許
多聖蹟，但當時的人並不知道，這個奇和尚竟是
一位大菩薩，來人間遊戲，與眾生結大緣，直到
布袋和尚要歸空之前，留下一偈：「彌勒真彌
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
大家才恍然大悟，歡喜讚嘆！於是大家爭相塑造
布袋和尚的法相來頂禮膜拜。這就是為什麼現在
彌勒佛像，總是坦胸露腹、大肚、歡喜的由來。
在店裡供奉有個敞著袈裟、挺個大肚子、拎個乾
坤袋，滿臉笑容，肥胖可愛的奇和尚，祂是那樣
的親切，平易近人真是人見人愛。其實，每當我
們見到這個「大肚能容，滿腔歡喜」的彌勒佛的
法相，就會讓我們在當下發出感恩的心，精誠研
修，認理歸真，讓散亂的心能止靜，而能自覺呈
現出慈心，將自己生命光彩在人間發揚光大，使
人人能同沾法露恩典。
這個彌勒家園由大家同心協力建立，請同修
們各自發揮自己的菩提心，提昇對「道」的信
心，能打開心鎖瓶頸，保持一顆潔淨自然的心，
效法師尊、師母及老前人的菩薩精神，早日在娑
婆土上建立一個最淨化、最聖潔、最富裕、最幸

祝人人五福臨門

楊碧珍

福、最溫馨、最自在的世間彌勒佛淨土。
此時正值辦理三曹大事，得彌勒授記之後，
人人勤行三施，濟世宏願。並扶助師尊、師母來
辦理回天之路，生死大事要依靠神人合辦，傳道
儀式，要佛力加持，二十八宿、四大金剛護壇，
才能打開靈性之門，這是道的殊勝。
過去修行者，以及忠臣、孝子、煉氣士、死
後雖可昇為氣天神仙，如不能得到點生死之竅
門，亦難脫離輪迴之苦，也不能達本還源。白陽
期很多氣天諸神仙，有時會隨仙佛到壇顯化，找
尋前世有緣人，擔任引保，借竅點玄，才能回天
堂，現今神人都受彌勒佛的道傘護庇之下，靈性
才得以無恙。
老前人亦說過；識時務者，要從識「天時」
著手，氣數終有盡，而自性常存，天道的開展，
要認理歸真，要臻於至善。故表文（龍天表）中
提到：「皇天開恩，正宗鐘毓於東土，祖師鴻
慈，正派再振於 郡」。正宗的淨土思想，要搭
救苦海有緣人之兄弟姊妹們，必須對道要探究一
番，有道就要有理，學修更須要明理，否則會落
入一般人所謂「迷信」。所以人人皆是人間淨土
的開拓者，繼承彌勒佛、濟公活佛的鴻慈大愿，
辦理三期收圓大事。
同修們一起來渡化行善，讓眾生修心養性，
淨化人心，重新播好種子，有清淨種子，有信實
種子，才是聖賢的好種子。天時之演變，今值午
未交替之際，午時陽氣足滿，世上物質文明精妙
至極，萬物齊發，已達空前未有之繁榮景象，但
是物極必反，陽盡陰生，時機已每況愈下。
陳德陽前人亦說過；人為何要修道？修者治
也，道者路也。路不修則不通。道不修則不成。
本性不修則不光明。修道更應加強進修。每天禮
佛拜拜，親近菩薩。「觀自在菩薩」，觀就是
「觀照自己自性佛」。前人的苦口婆心，為同修
們能在全真道院，造福人群，團結一心，開荒播
種，得到上天恩典加披賜福，前人大德慈悲，於
此我們同修共同
焚香祈禱──祝
瑞氣盈門喜氣呈
吉慶相隨入戶來
福星高照兆禎祥
萬般皆順豁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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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家引保師盧清明林貞伶賢伉儷參班一如
往常捧來一個特大號蛋糕與道親結緣，依據林
姊的心得報告：十八歲求道亦正逢先天道院落
成的那一年，是夫家的堂嫂引入道門，當時攜
同子女上佛堂，道場莊嚴肅穆，男女分班，都
畢恭畢敬，十分壯觀教人眼前一亮……練習吃
素之初期其引保師上門來教導如何烹飪，以期
吃得營養，同時成全兩名子女也吃素了，孩子
們因此健康的不得了，即使偶爾生病，亦不用
看醫生，至於林姊，因為患了風濕關節炎，經
年要延醫診治，佩服林姊誠敬修持，一直強調
今生患病是業力牽纏，是上一輩子的冤愆這跟
吃素沒連帶關係。有感上天慈悲，自從吃素
後，感覺身體很輕盈也無形之中改變了一生的
命運，來到美國巧遇主診醫師，除了藥療之
外，還有一份簡單食療提供，不能吃魚、吃
肉，治療期間或茶、咖啡酸性食物不沾，少鹽
少油吃出清淡，這一份菜單適合素食者，林姊
當然萬分樂意接受面談病痛迅速痊癒，對於提
倡素食是林姊的強項，很具說服力，溫家老少
成員都非常感恩引保師的成全，吃素之初期，
亦賴林姊上門來督導洗麵筋，做出素花枝、素
豆卷各式二種菜餚。即使先長兄溫點傳師生前
不經常在道親人前人後讚頌引保師兩位的修
持，溫家是永遠感恩其引保入道門之恩典；確
切，他倆以身作則對道的傳承樹立了良好的楷
模！
「誠可通天」來自余月華學長的一份心得
報告，其母是一生吃素，八十年的誠敬修持
者，於前年以九十六歲高齡歸空，原本是駝背
彎腰的老太太，當時卻能平直仰躺，身軟如
棉，樣貌紅潤栩栩如生，藉此略談余媽媽生平
時三寶的印證，一次陪同母親急診回途中時近
黃昏，正值烏雲密佈，雷電交加又遇交通阻塞
時段，突然車燈失靈，於是黑漆漆的看不清前
路，置身高速公路上連前面的車尾燈亦難辨別
是多麼的危險，真捏了一把冷汗，立即頻喚母
親用三寶乞求 老 救拯，一眨眼之間，前面
驟露一線微光，護航似的給予足夠認路，一如
識途老馬前進無虞。之後沿途又心忖抱恙的母
親萬一遭雨淋濕會加重病情，余學長情急之
下，憂慮真是擔上加斤，又再次請母親祈求上
天手下留情暫且拖延下雨……結果回到養老院
庭前正好有空車位，泊好車子摻扶其母親抵大
廈，踏進廳堂，即時大兩傾盆真是謝天謝地。
迄今想起許多次余學長每回到佛堂，參駕之後
還一直跪在拜墊上一直叩首，原來是誠敬叩謝

溫潔芳

恩呢！
簡士淵講師每趟來美國必然要邀請他上台
發表；回顧當年修道之初，上先天道院的課要
背誦經典，壓力很大，又不能缺席。
求道之後，好比只有一隻腳跨進門檻，還
有另一隻腳在外邊，當這扇門要關起來，是決
定進、退的關鍵時段。有幸進得此門來是有緣
有份，如果出去就是沒有這個福份了，莫小看
我們今日同聚一堂，乃是沾了上天的緣份，在
天緣佛堂共聚首，該是屢世修來的福報，宛若
一家人同修，著實很幸福。若尚有家人未求
道，敬希趕緊把握機緣成全，實踐信愿行的基
本工夫，肩負承擔重大責任去弘揚道業的使命
是幸。
我們上忠恕學院的課，當初是啟信班，啟
發我們的信心。其次研究禮節、道義最後進入
辦事員班，可以充當點傳師助手，追隨左右，
出門開荒、辦道是沾光不少。我們應該趁明師
在世，修箇功果圓滿。正是一世修一世成，這
殊勝是其他宗教所沒有辦法做到的──點傳師
心授口傳，代替上天開拓超生了死的這條大
道。讓我們明明白白的一條路奈何是千言萬語
喚不修，又是何等令人扼腕嘆息呢！只要我們
今生誠敬修持，修到最後一分鐘，一念正信，
就心無掛礙，自然逍遙大千！
修道者重內涵，全在自己的躬行實踐，我
們用誠敬來修持，自然是心性清明「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做人的道理，
必先從人道下功夫，俾予有建全的人格修為。
君子以「誠」為貴，工作嚴肅認真，日常起居
恭謹不放肆，待人忠誠懇切，然而，當一個人
言行不一致的時候，這可就完全糟了，會導向
偽善。因此，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
事。君子重然諾，篤情義，立身行事，只求盡
己盡責。「敬」者，禮予也，不敬則不行。
「敬」是主體對自己認真，時他人尊敬，對德
業嚴肅的一種態度，亦是在人際交往中，對道
義精神肯定的表現。要想證明一個人的真誠就
看他是否奉獻給了一個信仰，其實一貫道之修
持無非是要我們誠敬地實現自己的本性良心，
本性的自然流露就是天性的自然流露，古人有
句：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人人素位而行，合乎自然，社會和個
人規律的道，那就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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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動靜時間

動與靜、日與夜、黑與白、是與非、正與邪
都是相對立的，就在我們起心動念的剎那間，已經
產生了對待的因素，我們的靈性也隨之升降、遊走
於理、氣、象之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與生具來
有的只是凡人的能力，而今日的修持，是讓我們能
夠保持行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不受五欲
色、聲、香、味、觸或財、色、名、食、睡的纏牽
失去了原有直心。修行人有大愿就有大魔考，上天
要試驗你的真心、誠心和耐心，我們聽過「 午時成
道巳時墜 」這句成語，它的意思在轉念之瞬間，但
卻是天淵之別的結果。
有一次到台南興毅道場講課，一位曾點傳師跟
後學講一個發生在印尼的實例：
印尼有一位八十幾歲回教長老，他和一位壇主
是很談得來的鄰居，他修行很好已經有神通，看得
到神。他發現很多神會出現在其他宗教的寺廟、道
場，所以雖然回教是很本位主義，但他知道不只是
回教有神，其他宗教也有，所以常和其他宗教接觸
交流，是一個修養很好的長者。
有一次他在一個道親家裡拜訪，看到一尊觀世
音菩薩相在桌上，他一直看、一直看，這個道親知
道他有神通，一直看一定有原因，於是問他：你究
竟看出什麼？
長老反問這道親：「你這佛像要做什麼的？道
親說：這個佛像是下個月我要設佛堂用的。」
長老說：「這不是一般的佛像，這神像裡面有
神。」
道親問：「你怎麼知道裡面有神？」
長老說：「當然知道，這神還會講話，還對我
笑。」
道親好奇的問：「神講些什麼、笑些什麼？」
長老說：「神笑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位回教長老很好奇，觀世音菩薩笑他什麼都
不知道，所以決定開佛堂那天一定要來看看，究竟
有什麼是他不知道的。
開佛堂那天他真的來了，但是他不能進佛堂參
觀，因為佛堂要辦道，道親要度他求道，他說：
「你不要害我，我在回教是長老，我如果改信其
他宗教是犯法的，甚至會被刑罰，最重可能被處
死。」
道親只好請他在佛堂樓下坐一下，那天點道的
老點傳師，點完道就趕緊下樓要招呼這個貴賓，沒
想到一下樓看到長老跪在樓梯口，走上前要去扶他
起來，長老看到老點傳師下來，竟然趴下來對他叩
頭禮拜。
老點傳師趕快去扶他起來，他一看到老點傳師
說：「喔！怎麼是你？」
以下他所的這些景象正好可以為我們這一句
「天下神鬼不安寧」下註腳。
長老問：「你們剛剛在樓上做什麼？從你們上
樓去以後不久，好多好多的神不斷的走上樓去。
我一輩子沒看過那麼多神，根本算不清楚，我哪敢
坐著，只能跪在樓梯口迎接這些神。那些神上樓去

黃明雲

後就沒再下來，過好久終於有一尊金甲神（身穿金
色盔甲）全身放光從樓上走下來，所以我趕快跟祂
磕頭，沒想到磕完頭一抬頭，金甲神變成你，點傳
師。」點傳師在點道時，是代理天命明師，所以都
有仙佛與點傳師合為一體。但點完道仙佛就離開所
以長老又看到金甲神變回老點傳師。
所以我們在佛堂參與辦道，都有仙佛與我們同
在。不論點傳師或執禮、獻供的道親，在辦道的時
候我們都暫時變成神仙。
常有道親，來佛堂時生病，到佛堂排班或執禮
完，病卻好起來了，因為請壇以後，有仙佛來和我
們合靈。
長老問：「究竟你們剛才在上面做些什麼？我
在樓下聽到好大的打雷聲。」
點傳師說：「我們怕吵到鄰居很安靜。盡量小
聲沒有人大聲講話。」
長老說：「不是講話的聲音，而是像打雷一
樣，總共響了八聲。」
這時點傳師突然恍然大悟，那天有八個人求
道，點道時「雲雷震開戊己土」，原來是真的有打
雷只是我們聽不到，而這位回教長老聽到了。點道
詞裡有說：雷部、風部、虎部、龍部…一起下手，
千佛共出，一手灌頂加持，打開玄關竅。連閻羅王
都要嚇一跳。
我們求道，就像仙佛為我們將生死腫瘤動大手
術割除一樣，只是我們對過程不知不覺，看不到
聽不到。但是明眼人就看得到。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長老，他聽到說那八聲響雷是為八個人點道，開天
門，當場不顧一切要求道。他不敢用走的上佛堂，
用最恭敬的跪步，一階一階跪爬上佛堂，求完道後
才站起來，且苛斥佛堂的年輕人。
他說：「佛堂請壇辦道時，我看到的佛堂，變
得無限寬闊，五大尊仙佛（彌勒佛、觀世音菩薩、
濟公老師、呂仙祖、關聖帝君）大到房子都裝不
下，就坐在那裡，看著你們，你們竟然有人敢站、
有人敢坐，應該通通跪下來。」
所以我們沒看到的過程中，不知有多少仙佛出
動，為我們拔除生死大瘤，讓我們超生了死，度過
生死苦海，未來可以一路向上直達理天。
這位長老為我們印證了「天下神鬼不安寧」。今後
當我們道佛堂時，別忘了仙佛就在我們身邊看著我們。
如果我們心存恭敬，仙佛會加持祝福，幫助我們。如果
我們輕忽無禮，也可能觸怒了佛而不自知。(轉呈自郭明
義點傳師部落格 )
真假合一成人身，
心猿意馬剎那念，
三心未了滴水難消，
一念真誠斗金易化。
我們在初進入道的門檻時，還有著深厚的社會習
氣，自傲自慢容易高視己見，看重自己身份，以社會眼
光來評論他人的價值重量，學歷、財富、社會地位是首
要的評估標準，到了幾年道場磨鍊後，方明白那個看起
來貌不起眼的人(前人、點傳師)是以德潤身而得到大家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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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身難得今已得，得此人身還能修道更難能可貴，萬
兩黃金難買超生死，公侯將相雖高位，富貴榮華浮雲夢，
一日無常到閻王筆罪業不輕饒，看來還是修道好可避無常
閻王找。
唐朝宰相斐度，他對佛法很有研究，他的兒子考上進
士，斐度對他的兒子說：「你考上了進士要當官，我勸你
最好不要，我送你到溈山老人那兒出家」。他的兒子出家
了以後，溈山老人給他磨鍊磨鍊，要他去挑水，在佛法上
講，就是要修苦行，人要吃得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
人。他的兒子出了家法號「法海」（即白蛇傳中金山寺的
法海）。法海法師天天挑水，有一天發牢騷說：「和尚吃
水，秀才挑，縱然吃了也難消」，溈山老人聽了說：「老
僧打一坐，能消萬擔糧」。 「三心未了滴水難消，一念
真誠斗金易化」就是這個道理。後來法海法師離開了溈山
老人，就在浙江省找了個山洞修行，住在石洞裡修苦行。
有一天種菜挖土的時候，挖到很多黃金，法海法師是個修
道人，黃金要它幹啥？遂送至衙門，縣衙看了這麼多黃金
也不敢要，因此送至朝廷，皇帝一看到有這麼好的一位出
家眾，這麼多的黃金他都不要，一定是位得道的高僧。於
是，皇帝馬上下詔書以加倍的黃金送給法海法師，要他在
原地修個寺廟，叫做「金山寺」。這就是修行的成就，這
些道理不外乎真修行，修行功夫深厚自然而然在人生方面
就能看得非常透徹，才能消業、轉業，所以我們佛經上
說：「三昧加持力，定業也可轉」，明白這個道理，將世
間上的事情看淡一點，自然心就安定下來了。 儒家所說
修心養性，在佛法上來講要明心見性。從這方面明瞭動中
乾坤大，靜裏日月長。
「 修行者說一呎，不如行一吋 。」昔日有位香巖禪
師，在百丈會下精研三藏十二經，能問一答十，百丈圓寂
後便到湖南親近溈山，溈山老人問他：「父母未生前，
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他答不上來，灠遍諸經部，不知此
經處，修行三年，一日，鋤頭擊一石子，打到竹頭應聲開
悟。
「一擊亡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落悄然
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學道者，咸言上上機
」。
古先今後，古為因、今為果。僧肇大師認為「茍能契
神於即物，斯不遠而可知矣」，只要就俗諦事物的動靜，
澈底了悟「物不遷」的大乘真義，便不致惑於去留、踟躕
於動靜，而即俗顯真，證得修行佛果的功德不朽。
動靜之觀念的意義，初為知識論的，而非存在論的，
在我們的起心動念處，只起善念，不起惡念。我們對自
己要時時刻刻檢討、反省、對人家要寬宏大量、要原諒人
家，人家犯了過失是因為這個人沒有智慧，若能慈悲地原
諒人家，那麼我們這一生福德就會增長，果上生因，因上
生果，始終是良性的循環。如果說，我們不知道修行，只
知道慳貪，就是惡性的循環。
舉兩個例子來講，在儒家裡面有兩句話：「時來風送
滕王閣，運去雷打薦福碑」，什麼意思呢？是說時來運
轉，一般人所說運氣來了，來時是鐵成金，運去時是金成
鐵。我們講「時來風送滕王閣」，這是什麼意思呢？在唐
朝有個王勃，這個王勃十多歲，一般人稱他為神童，他的
父親在江西南昌當縣令，邀集天下名士，修了一個滕王
閣，樓閣修好了，王勃的父親邀集天下名士來寫這個序
文，當下這些名士都是大學問家你看我、我看你，都推讓
客氣不寫這篇文章，寫了以後恐怕獻醜，正當這個時候，
王勃他毛遂自薦，很快就把這篇文章寫好了。想想看，為
什麼這個王勃會在這時節因緣剛好趕到呢？王勃他是個孝
子，他對父親很孝順，他從家裡想到江西來看他的爸爸，

4
當時他坐的船是歇在馬當的地方，從馬當到江西南昌，起
碼還有八、九百里的水路，在過去坐的都是帆船，不像現
在有輪船，他把船停在馬當這個地方，晚上在這裡過夜，
忽然到了晚上，一個大風一吹，把他帆船的繩子吹斷了，
這個船竟像離弦之箭一樣，一個晚上就到了江西南昌，你
說奇不奇怪？一般人可能說這是奇遇，在佛法來看，風為
什麼會吹斷他的繩子呢？風有風神、水有水神、山有山
神，佛經上記載得清清楚楚，水神是管理水裡面的神，所
以說王勃他的福德因緣到了。
相反的就是「運去雷轟薦福碑」，是什麼意思呢？就
是說我們一個人的運氣，如果說不知道修善法，不知道
施捨，你的時運就沒有了。這個典故是說宋朝有一位范仲
淹，范仲淹他是個菩薩，雖然，當了官都還在暗中做善
事，他的朋友就告訴他說，現在有個窮秀才，他的學問很
好，但是三餐不繼，你既然是一個仁心的菩薩，就應該幫
助他，所以范仲淹就把這個窮秀才找來，一問之下，他真
正是很有才能，就是找不到時節因緣，當時有個寺廟叫
「薦福寺」，這個薦福寺在修寺廟完工的時候，就請王羲
之寫了一個碑，范仲淹想把這個碑文統統印下來，翻成一
個版本，交給這個窮秀才去經營發行。然而想不到的事情
是很多，這一天到了晚上，刮風下雨打雷，就把這個石碑
打得粉碎了，可見福德因緣的重要。
古因今果物不遷，
動靜誰是真如主，
周瑜諸葛昨日風，
東坡禪印半天月。
飛龍在天得意時，
亢龍有悔盡失意，
潛龍勿用在意何，
鳶飛魚躍在目前。
有則故事說；在一個戰亂時期有一修行人，平日除了
念佛和為村民醫治疾病外，還將僅有無幾的食物分給村裡
飢饉的孩童，因此深得村民的敬重和愛戴，有一次，當他
從遠處行醫回來，眾多的村民正聚集在修行人的寺廟，等
待他歸來，希望他能為他們解決多年顛沛流離之苦，遠離
貧苦重建立康莊生活。
這個修行人因為過度勞累病倒了，他告訴村民將他放
入一水缸中，並且只靠一根蘆葦通氣，他認為不吃不喝自
然死去能成為「即身佛 」，以便守護村民們，他和村民
約定，在這期間他每唸一次佛就搖一次鈴，告知村民他還
活著，如果沒有鈴聲就表示他已經坐化成佛，可以選定日
子將他挖出來供奉，他會永遠保佑村民。
過了一些日子，他非但沒有病死反而漸漸地痊癒了，
他開始恐懼不安心亂，暗自飲泣，原來他自己一點都不想
死，但礙於面子，以及在村民心目中的形象，仍按約定繼
續唸佛搖鈴，但內心卻是痛苦萬分，在這之際魔王來聽他
訴苦，很溫和的對他說，你為了村民犧牲奉獻這麼多，村
民沒有為你做任何事，也不關心你的死活，你不需要再為
他們打算，把你的靈魂交給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這
時他的貪嗔痴三毒心起，於是徹底遠離正道，追隨魔道，
這對一個曾經篤志修行的人而言，最終竟然落得如此下場
是既諷刺又悲哀。《彌勒真經》中曰：「牢拴意馬念無
生。」
《金剛經》大乘正宗分第三，佛告須菩提：「 諸菩
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心念一動浪傳十方，不管
善念、惡念，念一生出即升十方天界，在臨死關頭佛、魔
齊現，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念念不動，用大智慧守住真誠
心，方不至於落入苦海深淵，「 一失人身，萬劫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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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大啟示
《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身陷囹圄才是大福堂
周處年青的時候，粗暴強悍，愛好爭鬥，被地方的人看作
是個大禍害。
當時，義興縣的河裡有隻蛟龍，興風作浪；而山裡面另有
一隻食人的老虎，連著惡霸周處，當時合稱「義興三害」。
有人勸說周處去殺猛虎，去斬蛟龍，其實是希望三害互相
殘殺，禍害早日清除。
於是周處真的上山去殺死猛虎，又下河去刺斬蛟龍。
那蛟龍時而浮出水面，又時而沉入水底，游了幾十里後，
周處跟著牠一起載浮載沉。
經過了三天三夜的搏鬥，地方上的人都認為周處和蛟龍已
同歸於盡，於是全城都慶祝了起來。
誰知，第四天，周處竟然殺死了蛟龍浮出水面，當他回到
城裡，看到全城正在慶祝三害已除的場面時，他才確知自己也
是義興禍害之一。
周處有了悔過之意，而內心卻有猶豫的念頭，於是就到吳
郡去找陸家兩位兄弟大儒。
陸機不在家，周處見了陸雲，便把內心的痛苦說出來；陸
雲便勸勉他說：
「古人認為：早上懂得真道，即使黃昏夕陽中便死去，也
是可貴的。何況你的生命還很長，前程還充滿希望；人就怕不
能立志下決心，只要你下決心去改過，又何必擔心美名傳不開
來呢？」
周處聽了這些話，把昨日的「惡霸周處」和「猛虎」、
「蛟龍」一起當已處死，自己改過自新，終於成了忠臣孝子。
劉義慶《世說新語‧自新篇》
解析/
「自己經常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生命有時在矛盾中成長，而自己也陷入在自我的拘限的禁
錮中，整個天地之間，只有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自己最不瞭
解自己。《論語學而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傳不習乎？」
人類的視覺，只看得見別人，卻看不見自己；從最早的
「水清影自照」，到發明銅鏡的「與余同淚下，只有鏡中
人」，人類才稍為得見自己的本來目，但對於內心深處的「心
鏡」，卻是現代人最避而不敢自照的一面「明心見性」的照妖
鏡。
「肉身是糟粕，是七情六慾的牢獄。」
千百年來，人類苦於思索「身」「心」的是是非非，是離
是合？是一是二？在人類自我禁錮或開放之間，莫衷於是。
《魏書‧刑罰志》記載：
「顯祖帝曰：『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當同居；朕
欲其改悔而以輕恕耳。』」
人在困苦沈痛中，最容易顯出性善的一面，所謂：「鳥之
將亡，其鳴也哀；心之將死，其言也善。」所以「囹圄為福
堂」，在監牢中，能澈底思錯，改過向善，那麼牢獄反而成為
福堂，封閉的自我禁錮之後，更能大澈大悟，挺向人生的光明
面，而更締創出生命的第二春。
中國人在「囹圄為福堂」的生命哲學中，也孕育了不少可
歌可泣的文史傑作和血淚交迸下忠肝義膽的歷史故事。

周文王被囚禁，而後演《周易》；司馬遷被宮刑，而後劈
畫下《史記》鉅著；明代李夢陽下獄三次，而後成為一代詩
宗；文天祥寧亡不屈，而後有《正氣歌》傳誦天下；而明代陳
仁錫在監獄，更說：
「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
其實這種「置死地而後生」的牢獄，不只是官府的鐵柵之
間，在人心深處，也可以形成一道「無形的心獄」，當能摒棄
外物成敗雜念，一心澈悟本然自性，而回還本來自我真目面，
這才是中國人的易經哲學所深信的天地理數──
「大抑鬱，必有大亨通；陷囹圄，才是真福堂。」

～活佛師尊慈示～
不管滄海變如何，
都要記得自性佛，
那是你我返家唯一能尋的線索。
執著玄關跟人走，打開玄關見真佛，忘了玄關已成佛。
遠離「顛倒夢想」，有顛倒夢想就有所罣礙，有所罣礙，
便有所煩惱，有所煩惱，便不能生菩提心！
「抽坎填離」的功夫很簡單，只要功夫正確，不要走火入
魔即可。
如果真要靜坐，舌頭頂住上顎，頭要正，腰要直，守肛
門，就是提肛，要守住肛門，才不會讓氣跑出去。
每天靜坐十分鐘或十五分鐘，不用太多。
有時候，迴光返照，收歛一下外放的心，你會覺得心靈非
常清，非常靜。

除夕聚會晚餐暨
老祖師接盤大典
聚餐方式：
Potluck
(參加聚餐者每人各帶一
道菜餚與道親共享)
聚餐時間：
2008年2月6日星期三晚上
7點至9點
大典時間:
2008年2月6日星期三晚上
9點30分開始
地點:洛杉磯全真道院
歡迎道親踴躍參加，一起
迎接新的一年。

2008年新春聯歡會
2月10日10:00A.M .- 4:00 P.M.
10:00 - 16:00
佛堂：辦道，安太歲
10:00 - 16:00
活動：
英文班教室：1.寫春聯
2.下棋
3.泡茶
大講堂：
4.賀年卡創作
5.製作燈籠
6.折紙
11:00 - 12:00
慶祝會：
1. 11:00- 11:15 新春歡唱
2. 11:15- 11:30 新春祝福
3. 11:30- 11:50 猜燈謎
4. 11:50- 12:00 迎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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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years in Indiana (Part II)
One might think that so far this has been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ings
that separate us one from another. It is true that there is a larg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barrier to cros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modern
America,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re are substantial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that separate people one from another, even within single families. It is
also true that as human beings spinning through space on this tiny planet
that we all have much more in common than we have in difference,
and it is these common bond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 make this
work possible. The words I-Kuan Tao translated mean “The Tao that
unifies all with the one” and when we contemplate the depth of that
statement its power is overwhelming. No matter a person’s country of
origin, language, culture, or circumstance, we all have common needs.
We need to be fed, nurtured, loved and accepted, clothed, housed, and to
feel useful. Those needs are universal. Every single person on the planet
turns their eyes skyward at some point and wonders what will happen
to them when they die. This question is universal. Every person came
from parents, who came from parents, who came from parents. This
continuum we call family is universal among humans. We all strive in
some way to better our condition and circumstances. No matter who we
are, or where we are, we seek a better life for our children than we had.
Every person faces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Every person faces choices,
some of which are difficult. Each life encounters a certain amount of joy,
and a certain amount of pain. We all at some point are at the very top of
the wheel, and sometimes at the very bottom. This cycle has continu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umanity.
Into this cycle, the I-Kuan Tao has the ability to bring order, discipline,
reason, and truth to the process of living.
On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most often in spreading the Tao, is the
absence of understanding as to what exactly the true teachings of the Tao
are. There is a widespread misunderstanding which when paraphrased
sounds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Tao encompasses all things, therefore
everything is part of the Tao, and since everything is part of the Tao,
nothing is wrong, and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is okay.” As with every
misunderstanding, this one is based in the truth, but lacks the substance
of truth. Those who would say that there is no good or evil in the Tao,
no right or wrong in the Tao, that any and every behavior is right do not
understand the teachings. While it is true that the Great Tao is neutral, it
is readily apparent that good and evil, right and wrong, order and chaos,
and many other apparent opposites do in fact exist. They do not exist
however, in diametric opposition, but rather as complementary pairs
that help lead us to a right and proper conclusion and path. If we never
experienced pain, could we truly appreciate joy and good health? It is in
this wisdom that Lao Tzu says “All the world recognizes beauty, therein
lies ugliness.” Communicating this teaching is central to achiev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most elementary of truths, and yet seems to b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to convey. Overcoming the human desire to
pursue the course of least resistance, to choose the higher road, to aspire
to unify the self with Tao is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oices that
some people ever make.
So what have we learned in two years in Indiana? We have learned
that just as the pioneers of the western frontier struggled and persevered,
we too must struggle and persevere. We must improve our own
practice, giving up bad habits, and embracing proper conduct so that our
example shines before others. While we do this, we must be mindful
not to become arrogant or prideful, which leads to destruction. We must
remember to be humble, as the common dust, so that we do not exclude
anyone from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teachings. We must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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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beat and enthusiastic for the heavenly mission so that others can see
our true joy in our devotion. What we begin by rigorous practice after a
brief while becomes daily habit and is no longer work, rather it is merely
a part of us.
We have learned that just as the original colonists, we must be
satisfied with small beginnings that grow into large results and blessings.
An enormous oak tree starts its life as a tiny acorn. We must not allow
fear of the unknown, fear of failure, fear of our own shortcomings or
mistakes to prevent us from making our most sincere effort to spread the
Tao, trusting that Lao Mu will take a sincere effort and produce a shining
result.
We have learned to save our resources, and to waste nothing because
everything is useful somewhere.
We have learned to share what we have and give joyfully to others
in need, without judgment or preconceptions, but not to give to the point
where our own welfare is damaged or to permit ourselves to be unfairly
taken advantage of.
We have learned the wisdom of carefully chosen words, and the
power of the spoken and written word, like that of an axe, which might
be either a skillfully used tool, or an awesome weapon.
We have learned that in the repetition of the rituals there is both order
and focus. Focus on the principles we are commanded to embrace,
humility, charity, tolerance, forgiveness, attention to our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of our sacred duties. Order is brought to our daily
routine that keeps our hearts and minds continually looking towards the
Great Tao.
We have learned that discipline, especially self discipline, is a
beneficial and worthwhile pursuit. That moderation in all things is the key
to material happiness and contentment, and that there is no misfortune so
sad as a one who does not know what is enough.
We have learned that sometimes it is sufficient to plant a seed. The
path of the Great Tao is so wide and so easy to walk, that many people
are unable to see it. It is not within our power to lead another down the
path, we only can shine a light on where the path is for each of us, then
if someone decides to walk with us for a while, our paths may merge for
some time before they separate again and we each go where we are lead.
Each person we meet, every soul we touch, who has not received the Tao
through initiation,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plant that seed. Very often
we may never know if the seed took root or not, but where and when we
can, once planted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water and care for that seed.
We have learned that just as the pioneers perfected their methods
and practices for raising crops, and thriving in a new land, that we too
must perfect our methods and practices for raising our crops as well, and
through this, bring more people to the Great Tao by a good example, and
the proper approach and right teachings at the right time. “The Etiquette
and Discipline” says “a wise person does not waste words.” This would
imply that we develop the wisdom to know when to be silent as well as
when, and how to speak.
We at the Chuan Yi Fo Tang give thanks to the Maitreya Buddha
and Lao Mu, and to the Senior Master and Masters for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he heavenly mission of spreading the Tao. There are many
others to whom we owe many thanks, and to each of you, thank you
as well.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for us to do this wonderful work here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all of these wonderful masters, lay
people, and cultivators whom we hold dear in our hearts. We are truly a
family under the Great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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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講

師

吳韓衛

有心無心

杜梅瑞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講

師

點傳師賜導

2/03/2008

吳韓衛

2/10/2008

新

2/17/2008

鄭末子

溫潔芳

提起放下

吳韓衛

蓮華經

林宏容

陳正夫

2/24/2008

張永美

吳韓衛

真正財富

陳秀真

心

吳鑌娟

辜添脩

春

孟

子

聯

黃明雲

郭詩永

歡

會

經

全真道院經典研究英文班 (Tao Study Group 10:30AM~12:30PM) 負責人(Moderator)
林信价(Derek Lin)
全真道院青年班班程表
10:30 ~ 11:00
禮節背誦

11:00 ~12:00

12:00 ~ 12:30

負責人(Moderator)

因果故事:太上感應篇 生命教育:護生、環保

Recite Etiquette

Karma Stories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Life Education

內

Jen Koo、Ta-Shyong Lin
負 責 人

容

基礎ㄅㄆㄇ、看圖識字、中文故事、唱遊

內

全真道院兒童班班程表

陳秀真、林達雄

徐翠妤

容

負 責 人

孝經、弟子規、遊戲、音樂天地

陳淑敏、杜梅瑞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2/03/2008
陳正夫

02/10/2008

02/17/2008

02/24/2008

郭詩永

辜添脩

陳正夫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02/10/2008
02/17/2008
02/24/2008
02/03/2008
楊阿晟．陳絹英 徐翠妤．陳品蓉 鄭末子．吳鑌娟 余月華．譚覃光
張邦彥．易榮熙 陳彥宏．游士慶 郭海明．陳逸源 鄭永濤．賴木連

2/07/2008(正月初一)

天緣佛堂 2/21/2008(正月十五)

新
人生與道

春

團

拜

講師：陳正夫點傳師 修道心得：彭海恩 語譯：呂柏欣 道寄韻律：譚覃光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輪值表
日期

02/03/2008

日

02/8, 10/2008

02/172008

02/22, 24/2008

負責點傳師

郭詩永

辜添脩

陳正夫

辜添脩

組長

林貞伶
楊阿晟

郭海明
吳韓衛

史振英
呂柏欣

郭海明
吳韓衛

期

負 責 人

02/03/2008

鄭末子

02/10/2008

鄭末子

02/17/2008

楊阿晟

02/24/2008

楊阿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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