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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過水無痕
「船過，水無痕」這句台語諺語，是以船行水面
的物理現象，一般船隻行駛水上時激起浪花，但迅速
回復水平面，通常用來比喻人際關係，通常含有貶
斥、怨懟的意味，主要用以譴責那些「忘恩負義」、
「過河拆橋」的人。有些人若有求於他人，事前會千
方百計討好對方，奴顏卑膝，巧言令色，任何好聽話
和承諾都說得出口；可是一但達到目的，他就翻臉不
認人。看透紅塵獨二人，一名一利尊為前。歷史鑑古
今，明鏡正衣冠，經典中常提示修道人，應不住相佈
施，學習施恩不忘回報的心，見善不怠，行義勿疑，
去非勿處，此三者乃修身之道。修道人所學的是「上
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的精神。
「船過水無痕」在修道中是「不執著」的意思。
六祖道︰「不執著心起動念，內心自然清淨；若是會
去執著每一個心起動念，那就是生起妄念之心，內心
自然會產生偏差，生出邪見；無論執著心起動念或是
不執著心起動念，都不滯留於心，讓心念在心中自然
的生出、自然的幻滅，船過水無痕，像這樣善護念當
下一心的作為，就是代表永恆追求佛性顯露，唯一無
上佛乘的真心修行求道之人。」世上有這麼多的紛
爭皆在於存心，心好人人可做得到，所謂「猛勇心
易起，長遠心難得」。看得透，退一步海闊天空。行
善當從實處行，莫貪沽譽得虛名，虛名沽譽成何用，
徒惹煩惱心不平。每日的新聞報導觸目心驚皆是濁世
人心，禮義廉恥儘被名利敗壞的消息。所幸上天憐憫
善人緣佛子降大道救世，不至於玉石俱焚，因緣聚匯
方得以進入道門，得到名師指點不枉來人世走一遭，
但得道不修道終也枉然，徒落得上天堂觀光客身分一
紙，唯有真修實煉才不至於浪得名聲，社會俗眾眼光
只看到負的一面，真人方見真機，王重陽祖師爲修道
裝瘋賣傻，孫不二真人爲修道自毀容貌，邱長春祖師
磻溪苦修七年化去假相修煉成真。缺外功則德性不
全，缺內功則本源不清，言靜者多，知靜者少，止於
至善者莫過於靜隱忍潛藏。
邱長春真人因命相師一句「滕蛇鎖口」自絕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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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心想修不成不如不修，死了罷。此念一起驚動
太白金星下凡，喬裝樵夫點化去執，既悟道又起凡心
回去和麻衣相士爭論，咎尤自招又多一曾磨煉。「貪
迷世故戀塵囂，久戀塵囂魔自招，煩惱實由我自取，
別人怎使我動搖。」有道者為大，有德者為尊，道本
難學，仙不易成。世人終日想修道，只是名利忘不
了，身邊有錢怕人偷，過給子孫斷恩緣，陷溺沉淪已
有年，愛河滾滾浪滔天，修行自可登高岸，何用中流
更覓船，生前用心百計較，死後唸經救不了，貪名利
不回頭，一旦無常萬事休，縱有金銀帶不去，空遺兩
眼淚直流，勸君行善說無錢，事到臨頭用萬千。有些
富人千方百計的將財富轉到子女名下，逃避遺產稅，
卻造下子孫爲爭產公堂對簿，千百萬鈔票落到律師口
袋了，相信律師非常感謝這位英明的爸爸，讓他們有
機會分享到遺產的利益。
張老前人於民國三十五年接到師母咐囑，變賣了
上海的家產和事業來到台灣開荒辦道，當時的台灣，
正處於剛日本撤軍，由國民政府接收的非常時期，無
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是動盪不安的局面，許多組線
的辦道前人處處受警備總部調查，一點風吹草動就被
警察局列入黑名單，帶去警局拷打逼問，張老前人一
聽到消息就趕緊去探視，保釋這些人出來完全不顧自
己的安危，任何一組線前人有經濟困難，他也義不容
辭湊出來幫忙，他的理念是「人家就是無辦法了，才
會來找我們幫忙，我們能夠說不嗎？無論如何都得想
辦法。」他老人家的修辦精神，像承載著眾人慧命的
大航向法輪，藉由道恆河無聲無息的背負傳動，六十
幾年過去了，一貫道的名稱由「邪教」轉為名正言順
的宗教，道親人數達到數百萬，遍佈世界各地，水利
萬物而不爭，因其無私，因其不爭故不去，證明一心
至誠，可以改變人為的抹黑。無情的歲月在老人家的
身上見證，當年由走奔波營救同修的豪邁英姿已經老
邁了，每當後學們回到忠恕道院，縈繞老人家身旁所
感受到的是，「雖千萬人吾往矣！」大無畏的大愛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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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初夏時分，天緣佛堂的花園和走廊上百花齊放，
爭艷鬥麗，令佛堂充滿生機，象徵佛堂的道務欣欣向
榮的景象。此賴道親們對道的虔誠、蓬勃的助道精神
來到天緣佛堂，學習精修內聖外王。
張永美學長用幽默活潑的開場白來報告「出告反
面」：現在因金融海嘯所致，到處經濟低迷。公司一
旦「出」通「告」要裁員，員工就會翻「反」「面」
無情，博大家一笑，而且會牢記「出告反面」這第
十一條佛規。當然遵照《師尊語錄》中師尊曾說：
「修道人要熟練所有佛規禮節，這是修道人必備的功
課。」「出」是出去；是離開。「告」是告訴，亦是
稟報。「反」是反回，即是回來的意思。「面」是當
面，是當面回覆。所謂「出告反面」是指前輩所交待
的事情，不論大小遠近，都要謹記在心，認真去辦，
事情辦完要清楚回報，絕不含糊。而身為後學的，每
次出門或者接受任務，回來之時，亦當盡量迅速報
告，事情辦得如何，以免前輩擔心掛慮。
既然佛規聖訓是我們學道、修道過程必備的功
課，我們更應努力去實踐，依訓而行。如何做得到
呢？記得在我們求道的時候，唸過十條大愿裡面的第
一條「誠心抱守」，亦即是要我們抱住個「誠」字去
修行。「誠」是做人之基礎，是修道的基本原素，是
實實在在的，是始終如一的，沒有形象的。要率性地
自然流露，學道，修道可以讓我們更了解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並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及生活態度，所謂「道
法無邊」一切的修行，都必須靠自己努力實踐，所以
當我們每天為工作而奔馳忙碌時，別忘了找些時間，
停下來靜心思量，為自己靈性多用點心，不論遇到任
何困難阻力，不改修行之初衷，真知力行。
接著由後學報告佛規十二條：「不亂系統」。依
仙佛訓示：「不亂」是不紊亂，要整齊；「系」是繩
索，代表一條金線；「統」是統領萬物的大道真宗，
亦是人人身上的自性，系統亦是道統。
人──不亂系統：每一個修道人均不可偏離正
道，一切要以自性當家作主。不可以誤入旁門左道。
即是跟隨我們的引保師、點傳師、前人、師尊、師母
的指引，要相信一貫道是「道真、理真、天命真。」
如何知道天命是真的？
追朔天命的源頭，根據一貫道的道統，天命是維
皇上帝的明命，傳與有「德」之人，得道以救世人。
根據《金線與修道》一書，清楚地把道統交待：「金
線者、天命之道統。」既自無極而降傳於世，又天生
聖人以弘「道」，是乃應運而降生「者」，首自伏羲
古佛一畫開天，造先天八卦，為大道降世之始，而後
單傳獨授至孟子。道傳到西方印度，釋迦牟尼為西方
二十八代始祖。到了第二十八代祖師「達摩尊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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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道」老水還潮再回到中國來。這就開始了後東方
十八代祖師。
每一位祖師都有他們求道，修道的故事。例如大
家由《六祖壇經》中的「行由品」就很清楚地知道
六祖出家求道的原因。然而他的師父弘忍禪師又稱黃
梅五祖求道的過程又如何？黃梅前身是一名富翁叫張
懷，從三十、四十，直到五十歲的每一階段均有出家
修行的打算，奈何受到其妻以種種理由阻撓而耽擱時
日，一直拖到七十五歲才去參拜四祖，焉料四祖對他
說：「你為什麼不早來？你老了，只可了「性」，不
可了「命」，自己去修吧！」於是張懷就到後山苦修
六年之後，四祖把鉢盂、衣法傳予他，囑其向西南方
往，並贈一偈：「祝家莊上遇裙釵，法衣禪杖掛心
懷，脫卻枯朽成梅子，濁河赴水轉世來。」
濁河河畔巧遇芳齡十五的姑娘，並且借宿一宵之
後，把法衣、禪杖插在山上，抱著鉢盂赴水自盡……
隨之其實靈化成一梅子，順水漂流，恰巧祝姑娘俯
拾，它異香撲鼻就直吞下肚竟成孕，又不容於父兄
遭驅逐出門，一度尋短，遇上金星搭救，只得白日行
乞，晚間棲宿荒廟。如斯瓜熟蒂落，臨盆時紅光紫霞
沖天。誕下一子，不啼不哭，如同打坐，亦因食了黃
梅得子，而取名黃梅。此子三歲，行乞至寺廟，小童
在佛廳撒尿，見四祖責備，小童回答：「滿都是佛，
何處不與我撒尿，人人是佛，面面是佛，他能作佛，
我也能作佛，我要在此修行。」
四祖呵責：「小小年紀，懂什麼修行？」
小童卻答道：「七十來修行，你嫌老，三歲來修
行，你又嫌我小。」聞此語四祖已知來人是五祖，連
隨詢問其名姓，小童答：「非常姓，是佛性。」
至此，行罷師徒大禮，同時撫育成人並傳授心
法、衣钵，取名弘忍。
其母前來探望，接受設齋請並留宿廂房，誰料卻
反鎖其母七日至死，又命徒兒拖出其屍首，百般凌遲
視眾，目睹師父如此待母不孝，忿而紛紛不平求去，
其母空中作偈曰：
「眾徒不必退道心，吾兒為我了前因，三世罪業
從此了，菩提依舊證金身。」
原來祝姑娘的前身是張懷之妻子，因其三番四次
以「家」──「枷」為由阻撓五祖修行之故。而後，
眾徒知道乃前生果報，更加精進修行，至於五祖修成
正果。
上述的故事教導後人修道要及時，莫空等待，因
果的報應只在遲或早而已。同時「不亂系統」是教我
們要依著師尊、師母的天命金線來修、辦。把「道」
傳遍萬國九洲，願大家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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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無相

有形相的，稱為「有相」；一般指差別有形
的事相，會有生滅變化的事物。就像一般人所知
道的色、心等諸法，事相顯了，心前現行。像照
相一樣，快門一按，物體的形像就留在相機內。
無形相的，稱為「無相」。無相指離卻一切
執著的境界，無執於相。對於一切相，能離卻，
就是無相。自性為空，一相不存，無色無形。
「 有 」生於「無」。就像 風，我們看不到
風，但是你知道「有」風。風吹過了樹頭，枝葉
就飄動了，風拂過了水面，水面就起了波紋，藉
著這些現象，我們才看到了風，事實上，我們並
沒看到風，看到的是因為有風才有的現象變化。
有 相 的成住壞空，是因為 有了背後的「無
相」。我們看得到生命過程中的生老病死，那是
「有相」。但是，是什麼讓這些現象發生？那是
「無相」──道的力量，大自然的力量。
生 滅 本身就是「有相」， 無生無滅的才是
「無相」。無心無相反過來就是有心有相。我們
看看人有那些心，人有七情六慾，所以心情起伏
不定。有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下面故事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無心無相，什
麼是有心有相。
師兄和師弟過河時，河水湍急，見有一女子
在河岸望河興嘆，師兄就幫她，背她過河，到對
岸後，放下女子，就與師弟繼續前行，全然像無
事發生一樣。師弟一路上則悶悶不樂，師兄問他
為何悶悶不樂，師弟說男女授受不親，怎麼可以
背她過河？師兄說，當時只想幫她，心中全然沒
有別的心思，過完河放下她，就了無掛罣，也就
忘記這件事了。這故事中師兄是無心無相，師弟
則是有心有相。
在劉墉的書上，有一個有心無心的笑話：?
有個丈夫跟太太坐在一起，輕輕撫摸著太太，同
時讚美的說：「妳的皮膚摸起來真細，絕對不像
四十歲的女人。」太太笑笑的說：「是啊！最近
摸過的人也都這麼說的。」丈夫突然翻起臉，一
巴掌就打過去，同時大聲吼叫著：「妳老實說！
妳最近讓多少人摸過？」太太摀著臉，哭著喊：
「大家是這麼說啊！每個護膚中心的小姐都這麼
說的。」看起來像笑話，但是這卻是常發生在我
們 周 遭 真 實的事。說者無心聽 者有意，只因為
一句話沒說對或沒聽對，可能就把喜劇變成了悲
劇。有心和無心，好話和壞話，全在一念之間。
有心的愛和無心的愛？十幾二十年前，有個
台商到巴西做生意，娶了一個巴西小姐做太太，
生 下 一 個 男孩吳憶樺。後來因 故夫妻兩人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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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留下了年僅七歲的小孩及一筆財產。台商在
台灣的弟弟及弟媳婦就到巴西把小孩帶回台灣扶
養，吳憶樺在台灣上學，很快就跟鄰居小孩打成
一片，過得很快樂。因為台商留下一筆財產，誰
有小孩的監護權就有財產的控制權，因此巴西的
外祖母就千里迢迢到台灣打監護權的官司。後來
法院判外祖母贏，小孩得跟 外 祖 母 回 巴 西 ， 臨
行發生小孩爭奪戰，吳憶樺哭叫不要去巴西，哭
聲令人斷腸。四年後，在去年 2008 年十月二十四
日有則新聞，巴西外祖母錢用盡，無法照顧吳憶
樺，將他送到一德國籍家庭寄養。人們禁不住要
問，巴西外祖母當初真是為了愛小孩呢？還是為
了錢？是真心的愛？還是無心的愛？
「不著相」：剛過世的台灣「經營之神」王
永慶，一生勤儉樸實，破爛毛巾還能用就不換，
老爺車一用 20 年，肥皂薄片加水融合再繼續使
用。但從事公益、善舉，回饋社會卻非常捨得，
而且不求回報。在他的家書中說，財富雖然是每
個人都喜歡的事物，但它並非與生俱來，同時也
不是任何人可以隨身帶走。人經由各自努力程度
的不同，在其一生當中，可能累積或多或少的財
富，然而當生命終結，辭別人世的時候，這些財
富將再全數歸還社會，無人可以例外，沒有人能
帶走。因此如果我們透視財富的本質，它終究只
是上天託付我們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沒有人
可以真正擁有。
佛法中「無相」的教示乃指「無執於相」。
心無所住而生其心，靈活應用無窮無盡了，而不
拘泥於有相或無相。或許有人誤解「無相」的意
旨，而變成執著於不可有相。
「我相」大部分問題的根源。有「我相」就
會有「私心」，有私心就會起貪嗔痴。有了貪嗔
痴之後，就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
無心無相不是像植物人一樣全無感覺，而是
無執於相；就像心中有善惡 ， 但 不 會 執 著 於 善
惡。不會每天無時無刻念著，這是善我去做，這
是惡我不能做，而是把事情做到不執著，很自然
的去做。舉個例子，每天我們開車回家就是這個
樣子，很自然的，不會刻意的去想該怎麼回家。
但當剛搬家時，第一次開車回家，我們都會很小
心，看街道的名字，到那兒要左轉，到那兒要右
轉，唯恐開錯路回不了家。後學就做過做這樣的
事，剛搬家，回家時，沒想，就把車子開回舊家
去了。就像六袓所說：「心平何勞持戒」。本來
持戒是想要求得心安心平。修到心平之後，就不
再犯戒，也就不用天天記著要守這戒那戒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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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袓說：「心平何勞持戒」。
人不能太執著於金錢外物，看不開時什麼事
都會發生。這次次貸風暴再加上金融海嘯，很多
大公司沒有熬過，破產關閉了。很多人熬不過，
也破產了。有一位朋友住San Marino 是房地產開
發商，一直都做得很好，但是受到這一波金融海
嘯的衝擊，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就沒有熬過，房
子面臨被拍賣，人也中風，現在在醫院加護病房
中，起不來了。記得有句古詩：「千金散盡還復
來…。」錢失了還能賺回來，只要留得青山在。
但身體弄跨了，什麼希望就都沒了。
「不執著」：伊達政宗是日本著名的大將，
（日本戰國時代末期的名將，西元1567-1636年。
是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那個時代的人物）馳騁沙
場從無懼色。有一天他拿著心愛的茶杯，一邊撫
摸一邊玩賞，突然一個不小心，茶杯差點從手中
滑落，讓他嚇得驚叫起來。身經百戰無畏無懼的
英勇大將軍，竟然會因一只茶杯而驚嚇，實在是
不可思議。原因是他在乎那只茶杯，心中有相的
緣故。
要無私，無我相，要學會與人分享，孟子
說：「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你有音樂天
分，琴彈得很好，歌唱很好，自彈自唱，孤芳自
賞，很快樂，但遠不如與成千上萬的歌迷同好共
同欣賞，來得更快樂。名畫蒙娜麗莎收藏在法國
的羅浮宮博物館，是最受歡迎，觀賞人數最多的
名畫之一。但是很多其他名畫，為私人收藏家所
購，命運就沒那麼好，被人收購後，束之高閣或
藏於保險櫃中，從此就不再見到天日，沒人再看
得到了。那個好呢？
《撿到石器時代斧頭‧法國送他 3 萬歐元》
英國泰晤士報2008年9月24日報導，有一個北歐來
的遊客麥黑爾和他的法國女友索妮亞‧荷巴，在
2007 年 8 月時，他們在法國不列塔尼（ Brittany ）
海灘搜尋淘洗貝殼時，看到一個發亮的物體，因
為退潮後從泥土中突顯出來，他說：「我還以為
是一個貝殼的兩面，把它放在手上，開始時我有
點緊張，怕貝殼突然關上。」他原來只想找一些
可愛的貝殼，沒想到竟然找到石器時代的綠色斧
頭。經過法國科學家認定，此斧由輝（jadeite）製
作，約埋在 6500 年前的沼澤地中。研究者相信這
個斧頭，是由義大利阿爾卑斯山的石頭製作，擁
有者是石器時代的貴族。兩人把這個新石器時代
的斧頭捐給法國政府，而被法國文化部提名一個
獎項，獎額最高可達 3 萬歐元（約 140 萬台幣），
這是法國官方為了獎勵他們沒有將古物據為己有
或以高價賣給私人收藏家。
六度萬行就是：布施度貪慳，持戒度淫邪，
忍辱度嗔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
愚痴。想得就會貪，多佈施，多捨就不會再想
去貪得，不貪就不會著相。比爾蓋茨，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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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Buffet)捐贈億萬美金給慈善機構，寬大胸
懷可敬可佩。
無心無相，不住心不著相，要掃三心去四
相，六祖要我們真懺悔。前念，今念，後念，達
於念滅，念念不起。迷妄盡去，心中常明，自
性清淨，萬法皆現。這就是「空」，就是「無
相」。六祖說：諸法在自性中，像天常清，日月
常明，偶而會為浮雲覆蓋，上明下暗，遇到風吹
雲散，上下都清明，萬象都現。
多誦讀深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心
經》告訴我們說：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
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
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
顛倒夢想，究竟涅盤。所以多誦讀深行《般若波
羅蜜多心經》，也是去相的重要法門。
要把心胸放寬，看透世間事。不要執著於外
在的事物，只有大徹大悟才能解脫。《道德經》
上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所以不要執著於外在的事物，不要著
相於美醜，富貴，貧賤，權勢，利害。要把心胸
放寬，看透世間事。
《金剛經》上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有情世界都是
無常，人生百年彈指即過，榮華富貴更是虛幻，
海嘯，地震，颱風，天災人禍一來，轉眼化為烏
有。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倒下，人生之苦都
因累世業力集結而來，只有大徹大悟才能解脫。

仙佛慈訓
以慈悲心養道氣
以柔軟心養和氣
以嚴謹心養清氣
以包容心養善氣
以敦厚心養福氣
以平等心養正氣
以開朗心養喜氣
以光明心養勇氣
以清廉心養骨氣
以感恩心養瑞氣

7/25/2009 4:46:51 AM

4

美國全真通訊

5

小故事大道理

開發生命平安即是福

陳子昂是唐朝武后時代的著名文士和詩人。他的
《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
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悲愴慷慨，令人感動唏噓，成了千古絕唱。而子昂
剛入京城時，雖有滿腹經綸，但無名師指引，也是默默
無名。
有一天，在市街上，有一個賣胡琴的人！要賣一把
一百萬錢的胡琴，富豪貴族都議論紛紛地趕來探視，大
家仔細地檢視，卻也沒有人能辨視出它的珍貴處。
這時，子昂擠出人群，當著大家面前說：
「這是名貴好琴，一百萬錢，我買了。」
大家對這一無名小卒竟以天價買琴，都很訝異，有
人就請教原因。
「我最擅長這種樂器了。」子昂回答。
「我們可有耳福，聽聽這百萬胡琴的琴聲嗎？」眾
人問。
「可以，明天午後，請大家聚集到宜陽里，我再向
各位獻醜。」子昂向眾人作揖宣布。
第二天午後，子昂在宜陽里準備了美酒菜餚，一些
權貴名仕也都聚集過來，大家都想來聽聽百萬胡琴的琴
聲。
子昂先把琴擺在高臺上，和大家飲酒寒喧，當酒菜
吃得差不多時，再登臺手執胡琴對大家說：
「我是四川蜀地陳子昂，最近帶著百餘軸的詩文才
到京師來，我像忙碌的塵土一樣，到處飛揚，卻沒有人
重視我。這百萬錢的樂器，其實只是低賤的工具，那裡
稱得上風雅呢！」
於是舉起胡琴，一口氣把它摔碎在地上，然後，子
昂在眾人驚訝中，分送詩文書軸給在場的權貴名仕。
才一天的工夫，子昂風骨剛健的文采，立刻風靡京
師，而倜儻豪情的奇智，也傳遍四處。沒多久，建安王
武攸宜就聘他為內府書記，開啟了仕宦一生。
──《全唐詩話》
生命如何去開發？如何才能不虛度此生？佛家說：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緣生可貴，因為我們累積了前生無量功德，才能來
到今世這個大千世界。
但今世無常幻化，數十寒暑，稍縱即逝，怎能不珍
惜此生，善用此生。又何況在爭奪的苦海中，在情慾的
邊緣旁，生命的誘惑與陷阱的抉擇，這只孤舟真不知如
何撥開紅塵迷津的煙霧。《星雲大師。開示語（二）》
曾說：
「一心計較人我之間的利害、得失，勝者生怨，負
者自鄙；由於生出一切迷惑煩惱，是很難和平相處的。
唯有去除勝負心，泯滅分別意，才能無爭自安，也才能
證入虛空如實的法界。」
「佛法難聞」在奮鬥中的年青男女，無緣者，以為
佛言消極，處處退一步，時時讓三分；而有緣者，則口
念佛經，心則保留觀望，總以為再爬上頂峰，再熬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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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髮再說吧！
《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
古德有云：「擔水搬柴皆聖法，灑掃應對盡功
夫。」
生命的過程，分分秒秒皆有佛意。年少也罷，壯老
也是，在進取中，能存三分道念，進退自然有序，成
敗也能了然平心，能俯仰無愧，能宅心仁厚，能利益眾
生，能廣積福德。
佛法不勸人消極自苦，「人生佛法」在「內不欺
心，外不欺人」中，反而要我們積極的「以情恕人，以
理律己，以和接眾」的去耕耘，去歡心，不計多寡的收
獲。
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
提，恰如覓兔角。」
現人在每天的匆忙中，多少有尋兔角的海市蜃樓幻
滅。兩手想抓得愈多愈好，但再沈重豐足，靜下心來，
侵襲而來的，仍然是那份揮之不去的空虛和不安。
疲憊和忙盲，憂鬱和焦慮，沒有信仰的主題，沒有
足以解脫的依託，生命走得孤單，旅程渡的寂寞。
「開發生命」，以平常心樂觀進取，以惜福心常存
感激。粒米必珍，半縷必惜；常與飢者比，一杓已足；
常與寒者比，布麻已多；常與病者比，平安即是福。
多品嚐生活中平淡的片，刻比那些五光十色的瞬
間，平淡更足回味多了。
活佛師尊慈示
靜時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
贈人以語，重於珠玉。
傷人以言，勝於劍戟。
人，有了自我意識，就會有自私自利的心念，也會
有自作聰明的行為，以及自以為是的語言批評判斷。
偏執滯迷，不能語道。流俗知見，不能入道。
依穢為淨，不能知道，心浮意亂，不能養道。
人之弊病，就是以自我的主觀來推斷別人；以自己
的好惡來批評別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此人與
人之間有了隔閡，而自己也生出不該有的煩亂心。
顧是習非，不能謀道。囫圇吞棗，不能悟道。
喜新厭舊，不能趨道。宴安怠惰，不能學道。
修道必須除我見，去己私，虛心接納別人不同的意
見，才以客觀無私的立場去解決。
如果只先把自我主觀定下來，那麼別人的建議必成
多餘，行事便不能周全圓滿了。
別人的成功是最好的榜樣，但不必羡慕。
別人的失敗是最好的教訓，應深心檢討。
別人的經驗是最好的借鏡，當吸收存養。
人的通病在逞強好勝，不肯向別人低頭，自尊心太
強烈，死愛面子而不知，謙和才能久遠。
莫在人前逞己能，忌在人後議他短，自己未必比人
好，少開口自然少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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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ing Combs (Part 2)
by Derek Lin
In this story, we touch on the Tao of salesmanship.
This subject may seem odd to some who feel that the
Tao should be about spiritual matters and not about
money. The truth is that the Tao encompasses all,
including spiritual matters, money and everything else.
If we look through this expanded perspective, we can
see that monetary transactions are but exchanges of
energy, in essence not so different from other forms of
human interaction.
Like other aspects of the Tao, selling can be done in
accordance to the Tao or contrary to it. In the hands of
someone who knows how to apply the Tao skillfully,
selling can be a mutually enriching experience, bringing
joy and goodness to all parties involved.
The most basic level, expressed by the first candidate,
has to do with satisfying the customer's personal needs.
The itchy scalp is highly personal, because it is a
discomfort that one person feels while others around
him do not. Scratching this itch means fulfilling a
requirement specific to that person. This is fundamental
to selling and important in its own way, but it is only the
beginning. There is much more to selling than that.
The second candidate demonstrated how to take this
to the next level. The key realization here is that it's
not just about the customer's personal needs. The real
demand must also include the customer's customers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 connected to the customer.
Perhaps a monk doesn't need a comb, but what about
his patrons? Everyone is connected to other people
in an intricate web of relationships, so do not think
of customers as individuals. Instead, visualize their
web-like connections to others and address the needs
of the entire web. This one simple idea can expand
a salesman's target audience from a few prospects to
dozens, even hundreds of potential buyers.
As powerful as this can be, it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next level. The third candidate, like the second
one, also understood that it was not about the monks but
about the patrons, but he took his understanding another
step further. The second candidate made a one-time
sale; the third candidate set up a continuing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is is all about affluence, the flow of abundance in
the Tao. If the second candidate's action is like fetching
water with a bucket, then the third candidate's approach
is like digging a ditch to bring in a stream of wa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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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et, like the one-time sale, is a limited quantity. The
stream, like the continuing sale, is always flowing and
therefore unlimited.
Chapter 66 of the Tao Te Ching talks about this in the
following lines:
Rivers and oceans can be the kings of a hundred valleys
Because of their goodness in staying low

Rivers receive from the streams, and oceans receive
from the rivers. The more streams you have, the better
off you will be. Therefore, those who understand this
level of the Tao are not content to settle for a static
situation. They are constantly seeking self-renewing
sources in order to set up as many naturally replenshing
streams as possible.
The final level of this Tao has to do with bringing
benefits to everyone. The conventional mind thinks
of selling as an activity that benefits only the seller after all, is he not the one who has talked the buyer
into parting with some hard-earned cash? The Tao
mind is quite different in that it thinks of selling as a
win-win scenario. It isn't just a matter of setting up a
continuously flowing stream. It is just as important that
this stream nourishes everyone who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it.
The third candidate demonstrated this with the
engraving of the Buddha's words. It might be a simple
addition, but it created a dynamic where absolutely
everyone involved with the process received something
positive. The temple patrons received the combs as
gifts; the temple itself benefitted from more visitors
and donations; the third candidate won the managerial
position; the owner of the store found a great customer;
even the engraver benefitted greatly from the regular,
repeating business.
This is the ultimate Tao of salesmanship, where the
stream of afflience is like a river that flows across the
land. Wherever it goes, it nourishes all the plants and
animals that it comes across. It does this naturally and
indefinitely. This is the ideal we follow - bringing value
to everyone we encounter while enriching our own
lives!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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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08/02/2009
08/09/2009
08/16/2009
08/23/2009
08/30/2009

Lin

班 長 道寄韻律
張永美 卓秀鳳
呂柏欣 溫潔芳
溫潔芳
吳韓衛
張永美 吳韓衛
呂柏欣 卓秀鳳

道化人生
富貴思親
了愿快樂
身心安頓
道化家庭
愛灑人間

講 師
杜梅瑞
吳韓衛
宋志蘭
陳彥宏
林達雄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講 師
夏
季
大
道德經
辜添脩
道劫並降
黃東山
心 經
吳鑌娟
金剛經
陳淑敏

點傳師賜導
典
陳正夫
郭詩永
陳正夫
辜添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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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青少年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兒童班班程表

內

容

負 責 人

道歌（Tao Songs）、禮節（Etiquette ）

內

吳振龍、游士慶

容

負 責 人

基礎ㄅㄆㄇ、看圖識字、中文故事、唱遊、唐詩

徐翠妤

內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論語、成語故事、中文報紙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8/02 ~ 08/08
辜添脩

08/09 ~ 08/15

08/16 ~ 08/22
陳正夫

郭詩永

08/23 ~ 08/29
辜添脩

08/30 ~ 09/05
陳正夫

忠恕學院洛杉磯美國全真分部中級部一年級課程表
日

期

課

程

08/14/2009 ( 中庸 ) 第八章～第十二章
08/28/2009 第十三章～第十六章

忠恕學院洛杉磯美國全真分部中級部二年級課程表
日

期

課

程

08/14/2009 分組研討報告(3)
08/28/2009 第七品機緣品（一、二）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08/16/2009
08/23/2009
08/09/2009
08/02/2009
林貞伶、陳絹英 吳鑌娟、陳品蓉 呂柏欣、張永美 陳淑敏、陳心詒
陳彥宏、陳柏瑋 陳柏瑋、陳宣霖 游士慶、易榮熙 陳恩弘、郭禮嘉

08/30/2009
杜梅瑞、郭巧壹
林達雄、張邦彥

08/05/2009(六月十五) 佛堂擺設的涵義 講師：陳佩芳講 師 修道心得：羅煥瑜 語譯：容寶玲 道寄韻律：林月慧

天緣佛堂 08/20/2009(七月初一) 無生老母的真諦

講師：陳正夫點傳師 修道心得：郭文澄 語譯：溫潔芳 道寄韻律：吳玉萍

全真道院天廚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07/31, 08/02/09 08/09/2009 08/14, 16/09 08/23/2009
08/28, 30/09
郭詩永 辜添脩/郭詩永
辜添脩
負責點傳師 郭詩永
辜添脩
日期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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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詩竹
林貞伶

郭海明
吳韓衛

趙淑娟
張書興

譚覃光
陳秀珍

武詩竹
趙淑娟

日 期
負 責 人
鄭末子
08/02/2009
08/09/2009
楊阿晟
08/16/2009 鄭末子
08/23/2009 楊阿晟
08/30/2009 鄭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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