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就是人類的真理，宇宙處處都有道的真
理，點點滴滴都是「道」的存在。假如你來佛堂才
能修道，離開佛堂做事情又是另一種心情，把修道
擱一邊，裡外不合一，那麼別人就不會敬重修道。
道是無形，人是有形，天人合一，這叫真理。修道
要修得真心，做人處世要講信用，人要有信實、要
腳踏實地，所以我們所做所為要老老實實像個活菩
薩，真修實煉，能修得像每尊佛一樣慈悲，如有人
想要認識修行人的真面目，看他修為的人品就好了。
張前人說過，修道做人要有誠懇，常懷慈悲喜
捨的精神，如今一貫道的愛心度己度人，早已為舉
世所了解、所肯定，無論海內外的道親，均以求道
修道為榮，人人能效法前人的腳步做善事，個個都
能以奉獻社會為快樂之本，這就更讓人了解一貫道
的寶貴。
道之殊勝──是成就大同之來世，人間淨土，
因不明上天之意，不了解天時運數之變遷，氣象的
轉移，一切皆是「道」的主宰，所以求道後不努力
去追求明理，了解上天之用意，只以用紙上的觀
見，道實在是無形象可觀，無物質可稽，必須要發
出誠信來向道，時時反省自己有行功了愿嗎？不可
虛度過一生，盡速來彌補以往之不是。我們此生幸
運遇大道普傳，又逢明師指點受記，此恩此德，時
時由衷感謝老 恩典，祖師鴻慈，師尊、師母大德
普照！承蒙老 、祖師、師尊、師母及十方諸佛菩
薩仙佛真灌頂加靈，開智慧，得不可思議加持，能
得早日建立大功，開創萬八的基業。
有一貫道的地方，便有中國倫理文化成長；有
一貫道道親在，便有文化禮儀溫馨。此言不虛，道
親們努力修道，塑立了一貫道好的形象，呈現給大
眾求道修道的好處。但修道要有信心，任何事不能
三心二意，必須培養對「道」的誠信。古人曾說：
「吾心信其可行，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
日；吾心信其不可行，雖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成功
之期。」可見堅定對「道」有信心，是成功的不二
法門。
「道」都是靠著「堅定」的信心，不斷的努
力，才有今天的成績。過去師尊師母為我們樹立了
典範，各位老前人輩更是我們的榜樣，他們憑藉著
堅強的信心，百折不撓的毅力，為我們披荆斬棘，
開拓出一條大道，所以我們應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踏著先賢的足印，堅定自己信心，為宏揚一貫
道，為淨化社會人心而努力。
一貫道對助人工作，向來做得很好，不分時間
地點，隨時以助人的心懷，渡化眾生，協助迷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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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覺悟，使其不再沉淪頹喪，從其心性深處開導，
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幫助他們奮發向上，對「道」
的認知而創造美好的人生。
平常大家都忙於渡眾、開班、推展道務，因而
進修的時間少，偶爾看書，也只限於研究探討方
面，對於心性上卻無法深入。一貫道本來就是以
「道」與性理心法為主，也以此為自許。但「道」
本身不容易了解，惟恐我們不明白，又再囑咐「終
日煉神光」，大家捫心自問，我們有沒有在煉神
光？神若未找回來，憑何煉、憑何修持？對於這一
點我們做得極少，但絕不是要我們參禪打坐，我們
把神找回來，定在玄關上，但也不是將它捏得緊緊
的，也不是放得鬆鬆的；捉得太緊，就容易頭昏，
太鬆懈反而會亂，要不即不離。若能這樣用功修
持，辦道如是，開荒如是，則心靈上「道」是圓滿
的，光明就會出現在你身上。
馬祖道一禪師在未悟入大道前，經常在南嶽懷
讓禪師的般若寺旁參禪打坐。禪師見甚頗具慧根，
但未明道的根本是在開闡性理心法，於是找來一塊
磚頭，在馬祖道一的座前，嘩啦嘩啦地磨起來。
馬祖道一聽得心煩且不解地問道：「老師傅，
您在做什麼？」
懷讓答說：「磨磚做明鏡。」
馬祖甚覺好笑地說：「磚頭怎可能磨成明鏡
呢？」
懷讓藉機開示說：「磨磚不能成鏡，而您終日
坐禪，又怎能成佛？」馬祖聞之動容。
懷讓反問說：「比如牛拉車，要是牛車不走，
你說該打牛？還是打車？」馬祖無言以對。
由這個公案，我們可以知道，成佛端在心靈之明
覺「道」，怎可滯於坐禪，何況佛無定相，若心執著
於相，已是著相修行，難契入「道」的真實領域。
「道」的本體既看不見、又聽不到、也摸不
著，實在不容易找。「道」不是不容易找，是被我
們向外找所忽略，因為我們不管在習慣上，在形象
上，都是向外求，因為向外找才出了問題。若是能
實實在在地向內找真我，一定有效果，最後定有所
得。
一貫道弟子是突破古聖先賢的一切經教，要我
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師尊師母更囑咐我們：
「二目耀迴光，一點真太陽。」什麼叫二目迴光？
二目就是我們的神識所在，把神識歸回來。迴光就
是把光往回照，看回來，簡單說就是二目回歸。真
太陽指的就是我靈靈明明的一點，就是要每個人常
常把精神收回玄關處──「道」，歸回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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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自去年已立愿茹素的余月華學長暢談心
得，由衷感謝天恩師德，老 的鴻慈庇佑，以
無比的誠敬作出印證。初夏，隨團參加張傳前
人的追思禮，進行排練之初，就目睹好幾位同
修不慎絆倒於靈堂之左側，只原台階也舖蓋著
地毯，在視覺上難於辨清界線；早已心裡有
數，務必警覺留神，免致重蹈覆轍。因為前此
不久，眼睛接受開刀，主治醫師囑咐：一、忌
提重物；二、避免俯首；三、慎防摔跤。所以
處於康復這段時間，需要格外注意上述叮嚀。
然而送別禮畢，卻發覺外套不知置於何處，情
急之下，趕緊回頭上樓尋覓，當重返禮堂大
門，就遠遠瞥見座位上的外套，一時忘形的箭
步衝前，不知怎的腳下絆倒，整個人隨之應聲
的趴在地上，即時痛入心扉，雙瞳已併出淚
花，儘管如何使勁，就是沒辦法自己爬起來，
真的十分狼狽，愴惶之際，一對有力的手，迅
速的從後面把整個人托起騰空的給揪上來，待
穩住了腳，驚魂甫定，好不容易始讓氣緩下
來，人已癱倒在椅子上，痛得頻呼老 救命
啊！當下內心恐慌萬分，擔憂後遺症會影響眼
睛，思潮起伏，身心皆疲累不堪，於是靜心虔
誠用三寶。歇息了一刻鐘，意識到正是午餐時
分，直覺痛楚減半，才嘗試挺立，勉為其難的
移動，慢慢地一拐一拐像跛子般走向餐廳。人
坐飯堂上，乃團隊之中最後的用餐者，不時頻
用「三寶」，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隨之，鼓足勇氣，由同修攙扶著往附近的公園
觀光。置身園中，當沐浴於明媚陽光下，頓感
精神一振，伴隨同修們之興緻高昂十分投入，
湖邊取景，居然若無其事，躍高跳下，讓林達
雄學長為大家拍個團體照，以誌存念。晚上，
造訪借宿友人家，亦趁此好好療傷。當藥油準
備妥善，待要檢視膝蓋患處，竟然無恙的連一
點瘀痕都沒有，以過往而言，本身皮膚患先天
性過敏，篤定已皮破血流，這奇蹟的出現，真
的是太「神」奇了，不禁對上天深深感恩不
已。次日，慈禪佛堂參班之後，利用午飯的少
許空隙，機緣巧合積極的去主動度人，分秒必
爭以越南語來溝通，目的是讓對方深一層瞭解
一貫道是有多寶貴，壓根兒不曾考慮其成功率
有多高，當然，時間有限踏上殊途之前，得靠
郭點傳師後續，以成全圓滿，終於沿途聽易學
長報導，後一批辦事員正進行辦道，有勞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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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詠鳳

轉告其家人，稍晚抵家。及後，得知新道親乃
原先的有緣人士們，正是：人有「善」愿，天
必從之！再說，回程車廂裡，突然鼻血骨流，
幸賴易學長連同兩位大夫設法抑止，對於摔跤
後患，內心始終是顧慮著，唯一只有不停「三
寶」祈禱安康！深澈體悟三期末劫，多災多
難，只要大家誠心抱守，終必獲上天憐憫庇
護。但願有生之年，盡己棉力行道，以功德化
解業力。仰祈人人，求道、修道俾令每一位原
佛子認「理」歸「真」。坦誠披露其隱憂，每
每勇氣十足要成全周邊的友人、同事，往往招
惹對方的反彈、嘲諷「在做白日夢」。說至
此，余姐義形於色，豪邁、爽朗一直吶喊口
號，但願有朝一日，夢竟成「真」，一似「全
真」的「真」！霎那一刻，贏來響亮掌聲，引
起共鳴，所受歡迎可想而知。其次，聽罷余姐
剖白，「要跌過才知痛」，頗有同感。
年初，後學就給狠狠的摔倒於公路旁；據
外子描述：「彷彿是遭人身後強力推上一把的
飛身俯撲般」致而門牙首當其衝，擊拍地面，
充份嘗到正午那又燙、又熱的柏油滋味，再是
胸膛著地，導致幾乎窒息，久久的透不過氣，
呼吸亦相當困難，滿口又鮮血如注；面對頻拭
頻湧的血絲，簡直把外子嚇呆了，手足無措，
還考慮到是否召救護車……。此刻，後學腦子
裡第一時間念著要立即回佛堂來謝恩，再之抿
著嘴巴阻止血流，勇敢在感受什麼叫「打破牙
齒和血吞」的形容詞，最後，就是虔心用「三
寶」了！確切很管用，以外子斷言，必定要捱
上好一段時日，來忍受療傷過程的煎熬，勸後
學得有心理準備來抗壓。出乎意料的奇蹟讓您
又驚又喜，除了即時箍牙以協助進食之外，不
曾延醫，只賴家裡備用的跌打藥油自療；大半
年來，體康了無大礙的復原神速；由於仆倒而
凹入牙齒，恰好是天然的矯正達美觀，著無要
千叩首、萬叩首，感恩老 眷顧保佑，逢凶化
吉。今值同修的陳述，有感而發，特誌銘記
「道」的救劫、救難以佐明證，仰仗 恩浩
蕩，自愧非這枝秃筆力所能及以形容其萬一的
了！
記得簡士淵講師曾經提示：大家求得寶
貴大道是屢世修來，今生得到最大的福報，
點傳師點開玄關竅，智慧大門綻放著性靈之
光，我們接受佛光普照而踏上光明之路，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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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這一份光帶給大家，以溫暖您四周的人。
談及修身，許多道親都會自問這一輩子，不曾
作壞事，一直也存好心。惟是愈緊迫，愈受考
驗，正揣摩著我們的修煉火候已到了什麼境
界。只原修身可以表現出本身在外受歡迎，頗
有人緣，來到佛堂，與佛菩薩結緣，是非常之
殊勝，如果遇到逆境，別人三言兩語而從此不
修，那就功虧一匱了。勸大家一定要對師尊、
師母有信心，保得無殃萬八年，過了這村，就
沒那店了，千萬別想著，等待下一輩子再來
「求」、再來「修」，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際此白陽末劫，老師助道盤，一直在叮嚀：天
時緊急，徒兒不要再遲疑，莫箇拖延時間了。
一再催促要精進來修身立德，快馬加鞭。過
去，點傳師是騎自行車到處去點道；此前，追
隨點傳師到越南，點傳師是以電動車代步去傳

道的；未來，老水還潮將又是另一番新景象
了。由此想想上天慈悲：道劫並降，以拯救蒼
生靈性，大家宜好好珍惜。「三寶」是良心經
的精髓，「一」點通百樣通。常言道：「富潤
屋、德潤身」，誠於中，形於外，德是表現在
外的行為，行為要有深度，該真正的身體力
行；而行深的意思是修道、做事情合乎天心天
理，人前、人後，都是一樣的。正心修身乃人
道倫常之中最重要的修持表現，修之於身，自
然去愛人，關懷別人可以臻致和諧。再者，健
全生活必須精神、形體合「一」而不偏離。心
經：「觀自在菩薩」有助於我們清洗雜念、摒
除妄見，不擴張私人意欲，而返照、觀照內心
的「本」明，明於「真理」是大乘。生命有明
度，以改造自己的命運！

法會心得
陳恩弘

六年級 Christopher Chen 6th Grade

在八月十六、十七日兩天中，媽媽、妹
妹、和我一起去參加心靈法會。我們學了很多
東西，像我們要感恩、清口、和安佛堂，還有
萬法由心造，以及因果。而且有許多仙佛來到
佛堂，跟我們講要趕快修，還要立大願和認真
的修。
首先，我們學會要感恩我們的父母、兄弟
姊妹、和夫妻。感恩爸爸媽媽因為他們生我
們，還養我們。感恩兄弟姊妹，因為兄弟姊妹
可以互相幫助。而夫妻之間要互相感恩和互相
幫忙，共同照顧一個家，讓這個家充滿了幸福
快樂。
仙佛告訴我們要清口，清口不只是要吃
素，而且要注意我們所講出來的話。我們要吃
素，因為動物也有生命，命就是人一叩，所以
我們要常常叩首拜拜。我們要說好話，因為講
壞話會傷人，也會讓自己的福氣減少。
仙佛也鼓勵我們要安佛堂，如果我們安了
佛堂，家就是一艘法船。這艘法船是可以帶原
本要去地獄（HELL）有罪的人到天堂去。佛用
剪紙和折紙，先折成一個家，再把家變成一艘
法船，然後把法船剪成三等分，代表青陽期、
紅陽期、和白陽期，把紙打開來拼成「罪」、
「HELL」、和「永生」。最後剩下的紙打開
來，就是一個十字架。真是太神奇了！我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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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我家有佛堂，這艘法船會帶我們全家人到天
堂去。
仙佛還教我們每一件事情都是由自己的心
念所造成的，像酸、甜、苦、辣。《中庸》上
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意思是說我們的心情有喜怒哀
樂，都是由心所發出的，我們應該常常保持平
常心。
我還學到凡事都有因果，世界上所有事都
是因果造成的。例如﹕因為我打了妹妹，結果
媽媽罵了我。仙佛也跟我們講因果的重要，所
以想要好的結果，就要種好的因。
在法會中，有四位仙佛下來教我們。第一
位是地藏王古佛，第二位是八仙裡的何仙姑，
第三位是韓湘子，最後一位是濟公活佛。我
的妹妹一看到濟公活佛，就好高興。仙佛告
訴我：「學習不要怕麻煩，小小年紀要紮好
基礎。不要認為自己年紀小，還是有很多可以
服務的地方。雖然年紀小也可以很懂事、很明
理，從小修道是福份。」我一定會記得仙佛的
話，好好努力的做。
法會結束了，我們也學會很多東西。我希
望明年還可以來參加法會。媽媽和妹妹也很高
興，她們也希望明年可以再來參加仙佛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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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講座心得感言
張韶逸
八月十六日、十七日的心靈講座是由寶
光崇正主辦，全真道院協辦的兩天法會。
遠從台灣由黃前人帶領兩位點傳師及三才來
到洛杉磯全真道院舉辦二日的法會。參加班
員約二百位。更有地藏古佛開沙訓言，何仙
姑、韓湘子大仙臨壇慈悲鼓勵，再加上前
人、點傳師們講課，解釋及引導。後學僅此
和去年心靈講座學道一年來做個心得報告。
1.感應：俗語說：「心誠則靈」。後學
的父親最喜歡問後學：「什麼東西的速度最
快？是飛機？超音波飛機？光速或是……」
父親的答案是：「『意念』的速度最快。」
意念可以在一瞬間就到達我們所想的人、
事、物那邊去。在平時只要我們及時呼應，
特別是在急難時，手抱合同、守玄、轉三
寶，仙佛就能撥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所以我們應時時與仙佛感應，必能時時產生
妙智慧。
2.因果輪迴：有一本洋人的論述，書名
叫《前世今生》Many Lives, Many Masters
是一位美國有名的精神科醫生，布萊恩魏斯
Brian. L. Weiss的著作。魏斯醫生替一位女
病人治療莫名的恐懼症，用深層催眠術想要
發現女病人兒童時期的心理狀態，卻意外的
發現了她至少有86世的前世，而這些前世的
累積記憶，都是造成女病人今世的所有精神
狀態。從此，這位醫生開始研究輪迴，而相
信輪迴存在的事實。很多西方洋人高知識份
子開始正視輪迴，而他們還只能在這深奧的
因果輪迴外圍探索而已。相對的，我們的五
教經典，「道」的真理一直不斷的被反覆闡
述。想要了解天地宇宙的大道理，只要常常
研究經典，回佛堂上課，就能慢慢體會其中
的奧妙。
3.天災、人禍、大劫已近：上天不斷的
藉著天災、人禍透露訊息，警惕世人，不再
過度享樂，要戒殺生，要多修行，少造業。
筆者曾經看到一專題報導說，美國人大量肉
食是被人為鼓勵，而造成今日多肉食的飲食
習慣。幾十年前美國人認為肉食可讓青少年
長得高大強壯，這批大量肉食的人進入中年
以後，開始有心血管方面慢性疾病，甚至多
癌症。而大量的畜養牲畜供人食用，不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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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消耗自然資源如水、穀類等，更嚴重的造
成環境的污染，空氣惡臭。節能減碳，多素
食，回收環保是眼前必須得力行的課題。
4.本質不變：翁點傳師很幽默，他從口
袋裡拿出一張台幣千元大鈔，用來擰一下
鼻子，再擦手…等等。接著問大家這張錢會
不會有人要啊？大家回答：有。為什麼呢？
因為它仍究是一張千元大鈔啊！這就是本質
不變的道理。修道人也要秉持一份本質不變
的天心，赤子之心。這個時代訊息爆發，外
界的變化既多元又快速，各式各樣的物質享
受，不斷的從四面八方進行洗腦。身為一個
修行人要能出污泥而不染，不隨波逐流，聖
凡兼修而能重聖輕凡，才不失為修道人的本
色。
5.濟公老師的結班語：要不要發？老師
問大家，遇到令人生氣的時候，要發脾氣、
發洩嗎？還是忍耐？發脾氣會傷害別人，傷
害自己的德行。然而忍耐卻會傷害到自己的
身體，傷了五臟內腑會生病。老師說兩者皆
不宜，應當以理解之，理解之後明白事情的
根本，就能放下，解決問題。《大學》裡有
句「格物至知」，就是要去研究萬世萬物的
道理，明白了以後就「知」了。平常待人處
世若能多多理解事物的本來，就能公平圓滿
的處理了。
6.翁點傳師、王點傳師在末了，提供給
班員修行的方向：渡眾，清口茹素，安設
佛堂，成全參加進階、進德班，以及助印善
書。希望一年後再回來和大家結緣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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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訪道之旅
後學感謝前人、點傳師慈悲，有機會跟隨著一
貫道台北市分會的新馬訪道團，一起去玩，開闊眼
界，此行對後學而言，獲益良多。在此希望能和沒
有參加的道親們分享自己的經驗。
此行去了不少的道場，有天覺、天慧、天上、
天下、天國，天天都在天裡打轉。當地道場的特
色，除了道親很多，並而且很熱情。每一次，從大
門口開始就受到熱烈歡迎，一直到進佛堂。並且會
依時間不一，準備午餐、點心、晚餐、宵夜，到我
們離去時，依依的道別，讓每一位團員的心和肚子
都裝得滿滿的。
其實，後學本來覺得是被騙去的。因為後學逢
暑假回台灣探望親人，回台前爸爸只問我說：「要
不要跟青年團去新加坡、馬來西亞玩呀？」我一聽
說是吃素的，又都是年輕人，那當然說好啊！在美
國的同學中，吃素的少之又少。哪裡知道天天要穿
制服，天天訪道場，一聽就覺得不好玩。到了去機
場的當天，才是最震撼的。發現跟我同年紀的，差
不多五個而已，其他都是資深美少女、美少男(素佩
點傳師說的)。這時感覺到：似乎月亮的陰暗面，猛
然的反過來對著我笑……哈哈！
禍不單行啊！第二天就被牙痛給日日夜夜的纏
著。什麼curry，什麼沙嗲，什麼椰子飯，統統跟我
沒關係。每時每刻就是牙痛啊牙痛，肚子餓啊肚子
餓。同行的學長跟點傳師都很關心我，一直問我有
沒有好點啊？吃點東西啊？多喝點水和椰子汁，還
給我超美妙的止痛藥。當地的前賢也很慈悲，給後
學吃止痛藥，漱鹽水，還要幫後學按穴位止牙痛，
就連司機阿財跟導遊阿杜都對我關懷備至。可是什
麼都不管用，牙照痛，肚照餓。
一直痛了兩天後，當地的一位王彩雲學長和另
一位坤道學長帶後學去看牙醫，才讓一切都好轉
了。彩雲學長非常親切，不但陪後學進診室，幫後
學翻譯，還先替後學付診費(因為牙醫只收馬幣)。
跟媽媽陪我去看醫生的場景，大同小異，一樣的關
懷，一樣的在旁邊牽著我的手。當時我真的很感
動，在家人都不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雖然我們
素未謀面，但她因為我是道親，就把我當作親人照
顧，我很訝異，道可以影響一個人這麼多、這麼深。
我回到道院時，發現怎麼大家都在哭。原來是
被「我願意」這個專題引發出誠摯之心。講師用淡
淡的口氣敘述，他人辦道艱辛刻苦的過程，卻把大
家都啟發了。就是這個誠心為眾生、為道、聽命辦
事都存「我願意」的心，才能讓不只我這個切身體
驗到的人感動，就連只是聽課的隨行學長們都痛哭
流涕。後學這次不只被隨行道親的溫暖和照顧感動
得無以復加，更是佩服當地道親們向道的心。
不只「我願意」這個專題使大家受益良多，這
次去新馬訪道的道親，也分享了當地兒童班和青少
年班成功的秘訣。他們光是針對兒童就有一般的讀
經班、有畫畫之類的才藝班、還有課業輔導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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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子敏

領導點傳師指出，道場常常希望可以渡一些高學歷
的人才，但我們何不自己培養呢？這些點傳師、壇
主的子女從小就讀經、就接觸佛堂，如果我們可以
幫助他們的學業，他們畢業後不就是道場最好的人
才嗎？我們就是需要我們的下一代來幫我們傳承下
去。對於兒童，他們採取的是人才培養的方式，但
是對於青少年，他們反而更注重要如何吸引青少年。
在馬來西亞，一位講師說他們在剛開始開荒的
時候，為了要讓青少年也能接近道場，常常帶他們
到馬來西亞各地跟新加坡去走走。後學認為這一方
面能開闊眼界，又能讓前賢在日常生活中實行身
教，而且青少年還會感興趣的來接觸道場，一舉三得。
當地也針對各個族群的多文化背景做出改變。
就像我們美國的道場一樣，新馬的道親也會說多種
語言，來自不同的文化。人口比較多的就有華人、
馬來人、以及印度人。新馬也為此開設了幾個不同
的班級，或集中在不同的教室來翻譯。可是光是華
人就有許多不同的方言，他們只好開設了一個中文
班，和一個粵語班來方便華人道親，然後再加開馬
來班…等等。要一次開這麼多班，真的是需要足夠
的場地。
我們參觀的每間道場都好幾層樓，佛堂都採用
閉路電視以及投影機來實況轉播。到了周末，在新
加坡參班的時候，才感受到這些設備有多麼必須。
四層樓以及地下室居然都坐滿了參班的道親，每一
層樓都可以容納快一千人耶！而且當天可以參加
的，都必須是辦事員以上，還有條件參加的。每一
位道親都穿制服而且佩戴有照片的名牌，非常嚴
謹。據素佩點傳師說，這是因為施領導點傳師很注
重禮節，她認為一位修道人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
那就不配當一位修道人。
施領導點傳師不只注重禮節，她也很注重道場
對地方的貢獻。當地的道場有舉辦很多公益活動，
譬如說是捐血，那已經是他們每年每個月固定的活
動了。他們也把天覺佛堂規畫成樂齡﹝老年﹞中
心，有佛堂、有活動中心。每天早上子女可以把退
休了的道親送來道院，這樣樂齡道親們不僅可以助
道、又可以見見朋友，等子女下班時再來接回去。
實在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尤其新加坡這麼小，接送
都方便。天覺佛堂的頂層幾樓便是靈骨塔，專門擺
放道親的骨灰。後學認為可以把佛堂設計得這麼多
元化，讓一個場地無時都在利用而不被浪費，很值
得效仿。尤其是讓道場可以走入社區，成為道親生
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可以讓聖凡兼修變得更容易。
天覺是我們參訪的最後一站，之後，便前往機
場返台。到了機場，發現當地的道親居然還自己開
車送到機場來。大家爭相拍照，當地的道親又列隊
揮手說再見，弄得機場裡的人以為哪個大明星來
了。一直到我們一百多個人都進了海關，道親都還
不走，還叫我們要「常回來玩」，熱情令人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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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of I-Kuan Tao (Part 1)一貫道宗旨
by Derek Lin and Frank Wagle
I-Kuan Tao is the belief in the Tao, the eternal source. It embodies the truths inherited from the
teachings of Lao Tzu, Confucius, and the Buddha which are the same truths taught by some other spiritu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From Lao Tzu comes the reliance on the harmony of people and nature.
From Confucius comes the appreciation of good deeds and behaviors. And from Buddha comes the
general concern for the masses and delivering all from suffering.
The modern movement of I-Kuan Tao was established by Lu Zhong Yi, the 17th Patriarch of the later
stage of the East Tao Orthodoxy. In 1930, his disciples Zhang Guang Bi and Sun Hui Ming became the
18th Patriarchs to carry on the Tao Orthodoxy.
In order to preach the great Tao and reveal enlightenment to all humanity, the 18th Patriarchs
established and taught the Principles of the Tao as follows:

道之宗旨
敬天地
禮神明
愛國忠事		
敦品崇禮		
孝父母		
重師尊		
信朋友		
和鄉鄰		
改惡向善
講明五倫八德
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
恪遵四維綱常之古禮
洗心滌慮		
借假修真		
恢復本性之自然
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己立立人		
己達達人		
挽世界為清平
化人心為良善
冀世界為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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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of the Tao
To venerate Heaven and Earth
To revere the divine beings
To be patriotic and responsible
To be virtuous and courteous
To honor the parents
To value the teachers
To keep faith with friends
To live harmoniously with neighbors
To discard the bad and seek the good
To clarify the Five Relationships and the Eight Virtues
To spread the teachings of the Five Religions
To follow the ancient practice of the Four Ethics, the Mainstays, and the
Constant Virtues
To cleanse the mind and purify the spirit
To utilize the illusory world in cultivating the truth
To restore the nature of the self
To develop the perfection of conscience
To establish oneself and help others in stablishment
To achieve goals and help others in achievement
To bring the world into peace
To change hearts into goodness
To transform the world into Great Unity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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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09/07/2008
09/14/2008
09/21/2008
09/28/2008

6

班 長 道寄韻律
溫潔芳 吳韓衛
中
秋
節
楊阿晟 吳韓衛
呂柏欣 吳韓衛

道化人生
知行合一
師
尊
循理漸進
快樂布施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講 師
專題講座
講 師
陳彥宏
孟 子
黃明雲
成
道
暨
重
陽
林達雄
金剛經
陳淑敏
溫詠鳳
孟 子
黃明雲

點傳師賜導
郭詩永
敬
老
辜添脩
郭詩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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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12:00

禮節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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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Education

內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陳秀真、林達雄
Jen Koo、Ta-Shyong Lin

  負

容

基礎ㄅㄆㄇ、看圖識字、中文故事、唱遊、唐詩

內

全真道院兒童班班程表

責 人

徐翠妤

  負

容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孝經、遊戲、音樂天地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09/07/2008
郭詩永

期

輪值點傳師

09/14/2008

09/21/2008

09/28/2007

陳正夫

辜添脩

郭詩永

地方班班程表
09/27/08 全伶佛堂
(6:30pm-9:30pm)

09/27/08 天緣佛堂
(6:30pm-9:30pm)

專題：正信與迷信
講師：陳彥宏 點傳師：辜添脩
528 Tri Net Court Walnut, CA 91789
Tel:909.869.5579

專題：正信與迷信
講師：杜梅瑞
點傳師：郭詩永
8624 Ramona Blvd. Rosemead, CA 91770
Tel:626.572.3652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09/21/2008
09/28/2008
09/14/2008
09/07/2008
呂柏欣．譚覃光 陳秀真．陳靜嫻 鄭末子．吳鑌娟 陳秀珍．張培智
陳恩弘．陳宣霖 史振英．易榮熙 吳韓衛．簡子堯 陳柏瑋．陳宣霖

9/14/2008(八月十五)

天緣佛堂 9/29/2008(九月初一)

義

講師：陳正夫點傳師 修道心得：余月華 語譯：賴秀枝 道寄韻律：溫潔芳

尊敬仙佛

講師：呂柏欣講 師 修道心得：吳玉萍 語譯：張永美 道寄韻律：張永美

道

全真道院天廚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09/07/2008 09/12, 14/2008 09/21/2008 09/26, 28/2008
陳正夫
辜添脩
負責點傳師 郭詩永
郭詩永
日期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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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貞伶
楊阿晟

史振英
呂柏欣

郭海明
吳韓衛

林貞伶
楊阿晟

日 期   負 責 人
鄭末子
09/07/2008
09/14/2008
楊阿晟
09/21/2008 鄭末子
09/28/2008 楊阿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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