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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簡稱《金剛經》，金剛為
世界珍貴稀有之寶石，形狀為透明錐形八面體。曝於
日光下，發放出燦爛的金色，性質甚堅利，能穿過岩
層，鑽磨一切的寶石，為萬物中最堅利者，乃金中之
剛，最利、最堅固，一切物不能破壞它，而它可破一
切物。在《金剛經》中，以金剛來比喻人之「般若自
性」；以金剛之堅比喻「般若體」；以金剛之利比喻
「般若用」；以其形狀光澤透明、不沾染絲毫塵埃，
來比喻自性之「本自清淨、本自具足」；它可破一切
煩惱、無明，可見宇宙人生的真相。這種以金剛來比
喻人之自性，正如同顏淵之嘆性道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大學》之「明明德」；《中庸》之
「天命之謂性」；和老子之「谷神不死」。人之般若
自性本是無形無相不可言說，然不言不說又不足以為
證，故只好借物來影射，或以言語來形容了。
「般若」二字是梵語，譯成華語為「智慧」，智
慧為解脫破惑之慧劍也。其並不同於後天之聰明，
聰明本由有形之腦海而發，而智慧則從無形之性海
而生，此智慧在儒，便是不慮而知之「良知」，以
此「良知」方能實現「良能」，由此「良知」才能
明「仁」，「仁」明才能生長出不懼之「勇」，由
「勇」以行「仁」，如此「三達德」方可以成立，
然則此乃必以「良知」作前提。在道則是「自知者
明」，因為知之於內，謂之明，知之於外，謂之機
智。機智者是明於外而不能明於內，人之不能明道，
正是因為不自明之故也。所以大凡修道之人，如能反
機智為明，抱樸還淳，少思寡欲，久久功純，必能心
德自悟，真知自現，非但知人知己，即天地古今，四
方上下，則亦無事不知，無理不曉了。
「知」之一字，本有內外真假之分，修道者當務
其內而求真，不可運用機智而重於外。然依智慧之運
用程度，可決定其造詣與成果。故此智慧如依理論分
之，實有粗、細、微、玄、妙之分，粗理很易說，
細理要詳說，微理已難說，玄理還可說，到了妙理便
無可說了。《金剛經》中如來佛所講的心法，屬於最
上般若，故稱為「妙智慧」。然此「妙智慧」，又必
渾渾然知蘊於內，不露聰明，不事機智，即老子所謂
「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雖
無一不知，卻表現一無所知，此即「妙智慧」之所謂

「妙」處也。修道人必當達於此普照圓明，無不通徹
之地步而後可。否則如智慧未啟，不真知而盲修，則
永遠是不能證達彼岸的。
然而，雖說此「妙智慧」與修道關係之大，但啟
發「妙智慧」之過程與方法，還得依個人之根器而有
所不同，利者頓悟頓修，鈍者漸悟漸修，雖有遲速，
成果則一。鈍緩並不足病，病在自暴自棄，或惰於精
進也。是以「精進」度懈怠，本為六波羅密之一；孔
子亦勉勵大家要「學而時習之」，以期進修者之學思
有恆；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此皆為生明白
之法。修道修至最上般若時，必當了一切法塵，去一
切塵埃，使之無絲毫瑕疵，才入般若之化境，去其本
無還我固有之道也。蓋道心之本體，原自虛明，本來
潔白，而落於後天，所以不能「明白」者，實因物慾
閉塞，有所窒礙。惟聖人始能不以聰明為用，不以見
聞為知，無為無欲，明白本心，自然流露，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妙智慧」無所不在，此乃。《金剛
經》之般若實意也。文字無奇，其味無窮，細心體
會，久而久之，感之則通，叩之則應，言者自言，知
者自知，全看自己虛靜之功夫如何。
「波羅密」譯成華語為「到彼岸」。彼岸並非十
萬八千里外，人生若能於煩惱之苦海中解脫，即是彼
岸。如能不為利誘，不為勢屈，不為環境所左右，不
使順逆擾心機，如顏回之「不改其樂」之境況時，
雖然簞食瓢飲，而其心早已得至善，煩惱憂苦之此岸
早已脫離。故「波羅密」三字，可意為明大道、悟心
性、止妄念、解煩惱。眾生果能自明般若體用，返觀
自在，則彼岸雖遠，即在目前。「經」者路也，乃佛
為眾生指示之一條光明之路也。光明之路為人人所應
走，無奈世人多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致使這條路
茅塞不通，於是沉於輪迴苦海之中，實已久矣。然而
彼岸不遠，卻在天邊，順路直行，即在目前。否則如
果只望而不進，或欲進而又退，終究不得到達彼岸。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如按經名來解釋：即是
「使人之真性，發揮無上妙智慧，以達到極樂彼岸之
一條路」。知者必須真知，真知必須真行，如不行雖
曰真知，則又和無知有何差別。我們白陽弟子，得道
以後，既已得知「如是」金剛自性，必當悟此「般若
智」，行「般若行」，精進莫懈，共登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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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新茂春節（辛卯）大年初一，人人虔誠向老
拜年，興高采烈慶賀迎接新歲。楊老點傳師送上彌勒
淨土經文和「耕德生福」大紅包，由李英賢講師代表
攜來，發予道親們，同時善頌善禱：「道德堅固納百
福」。
徐仕林講師主講：五倫──君臣有義、父子有
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人際間關
係是永恆的，是人類社會得以維繫之基本原則。任
何時代都有其人倫規矩皆是為了維護社會安定所必須
的。奈何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倫常敗壞，父不父、
子不子…慘絕人寰的互相殘殺，此乃人類浩劫之先
兆，有識之士無不憂之！
管仲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彰，國
乃滅亡！蓋以：「禮」者──不超越節度、規範；
「義」者──不毛遂自薦，自我追求升遷；「廉」
者──不掩飾過錯；「恥」者──不與邪、惡同流
合污。近來中東、北非……等國家相繼爆發內戰，
腥風血雨，哀鴻遍野，應驗了道、魔並降，善、惡
分班。所謂有國才有家，穩定是民之「福」，動亂
乃民之「禍」；國破家何在？國家、社會的秩序有
賴於家的秩序，亦是說：治「國」需從治「家」
起，五倫是為了建立維護宗法等級的和諧社會秩
序，在「禮」即道德制約之下的親和，「禮」治使
人民皆向「善」，任何人都有其種環境中的不同之
社會角色，社會角色的認同，並遵守其規矩要求，
亦是一個社會安定的保證。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之天下，如
同掉進水裡瀕臨滅頂，應用「道」拯救之！誦讀《濟
公真經》之文內：白陽逢運「道」線存。儒家倫理十
分注重道德的踐、履；把「德」規定為行「道」有得
於心，要求內得於己，外施於人，基於此，學習「五
倫」是為了一家人和融相處人人都以守禮、盡責為
「己」任：時刻謹記、明白自己的身份，處處表現合
宜之言、行；不僅牢記道理，重要在於提高自我素質
修養。換言之，「有失身份」甚至「失態」是素質低
劣的流露。可見道德通過「人」的行為表現出來，在
道德實踐中促進人與社會的完善。今日佛堂宣義理，
重視「五倫」，它體現了人的良知，修道、辦道、行
道中，俾令人人向「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2011年開始天災人禍頻傳：澳洲洪水泛濫、美
國暴風雪虐掠橫掃三十多州，釀成交通大癱瘓……大
家可曾察覺天地已在怒吼了？師尊聖訓：「人心昧理
遭災殃，立德解殃休巧乖，眾善奉行天自祐，窮言率
性見如來」。勸諭我們宜發揮良知良能之至「善」，
毋以小「善」而不為，莫以小「惡」而為之。人生三
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將品德高尚視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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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居「仁」由「義」宏「忠孝」。自問從少年始，
足遍台灣各寺廟，觀盡奇形異色，就是看不到有真
天命的。惟是探訪天緣佛堂後，卻一而再對溫點傳師
確切頗具感應，藉此呼籲大家要扶掖道場，一貫道之
達本還源、一指見「性」乃世上不二法門，道親們刻
苦自勵，全心奉行，認清時勢，趕緊清口茹素；須知
未來劫難獨靠 堂三盞燈，燃亮你玄關之一線光，及
茹素那股清氣，方撐得住四十九日的天昏地暗，此非
危言聳聽，其實各宗教早有明言，再度呼籲：同修
們別醉生夢死，該是甦醒時刻了，毋庸拖延，明日
待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今待明日，歲月盡蹉跎！迅
速規劃來改善飲食習慣，不殺生，力行慈悲、護生，
過著有愛心的健康生活。再說「五倫」之中又提升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父子到君臣移「孝」為「忠」，
君臣只是父子的強化，朋友則是兄弟的推衍。「三
綱」之中有兩項規範家庭關係，且看看道中慈馨：溫
媽媽暨媳婦溫嫂一家上下致力於道場，均繼承著溫點
傳師遺願，犧牲奉獻之修辦道精神，乃以修道家庭標
竿來了愿！
強調「義」者：要求人們之行為不以一己之私
為目的，而是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整體利
益。正是：「財似石崇富何富，秦皇漢武強非強。」
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有緣的
朋友們，歷經千萬遍之輪迴，莫再遲疑，而是當機立
斷求「道」吧！
鑑於天災頻發，大家務必審慎反省尋思一下：
吃肉乃全球暖化頭號元兇！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甲烷有
37%來自肉食，抑且甲烷之溫室效應為二氧化碳的23
倍，蠻駭人的。
徐講師經營有機農場，發愿推廣有機栽種，培
植農作物，服務大眾。其實蔬菜中的鈣質比牛奶的鈣
質更容易吸收，「素食」能減少人們得心臟病、中
風、高血壓的風險，又能預防癌症，何樂而不為呢？
「道真、理真、天命真」，感佩楊老點傳師、陳點傳
師拋家棄業，來美弘揚大道，我們要追隨其腳步，一
心向「道」。謹此新年，祝頌，楊眉兔氣，宏兔大
展！
恭請陳點傳師賜導：欣見這十幾年來大家誠心
修道，沒有辜負老前人當年來此曾寄予之厚望，給予
肯定。一貫道乃千秋聖業，為頹靡世風之清流，為人
間教化之醒鐘，是一生一世對社會的貢獻，非一朝一
夕之能事，期盼大家秉著過往的一貫向「道」精神，
效法老前人，前人輩的力行不怠、再接再勵！天時緊
急，同修們，宜加倍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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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人誠天應

一分的誠心，一分的感應；萬分的誠心，萬分的
感應。就好像微波爐的瓦數一樣，瓦數愈高，則遇熱
強度愈快，例如熱一碗炒飯在750瓦的微波爐內，可
能要二分鐘時間，在1500瓦的微波爐內，只需要熱一
分鐘就可以吃了。相同的道理，我們的誠心愈強，上
天接收的感應度就會愈強。
王壇主小時候是一個善根深厚的小女孩，她最
喜歡玩的遊戲便是「拜拜」。她把泥土揑成佛像，用
竹枝當作香柱來拜拜。在她結婚後不久，由於環境因
素與無法抗拒慾望的誘惑，一念之差使她從一個到處
進香、虔信仙佛菩薩的信女，而誤入歧途經營起色情
行業。走上歧途的她，徘徊在良知與慾望之間，雖有
悔意，但是抵擋不住滾滾而來的金錢魅力，終於慾望
戰勝了良知，色情生意也愈作愈大。然而善惡到頭終
有報，惡業一定結成苦果，原本健康的身體卻莫明其
妙地被種種病魔纏身。十八年的肺病使她訪遍中西名
醫，耗費大筆金錢怎麽也治不好。最後她如同槁木死
灰般只能躺在床上由先生餵飯、梳頭，只要身體一活
動，肺就裂開而咳出大口大口的鮮血。她也知道自己
是造業太多，於是四處求神問卜，身上掛滿了來自各
地廟宇所求來的符咒，遇到出家人更是大方的佈施，
希望能減輕病痛。有一天，她的乾女兒來探病，看她
病的這麼重，不禁嘆了一口氣：「我知道有一個道可
以求，可惜我想你大概不能求。」王壇主就問：「為
什麼我不能求？是我不夠誠意嗎？還是要多少錢才能
求？」。她的乾女兒不忍心說她從事不正當行業，所
以不能求道，只好推說要請示點傳師。王壇主一等
二三個月過去了，她的乾女兒卻遲遲沒有回音，她心
想「是不是仙佛不肯讓我求？」，於是她每天包著頭
巾跪在佛堂門口，心中一直請求「求求仙佛慈悲，
求求那一位仙佛慈悲讓我求道 …… 」。事實上她乾
女兒並不是不渡她來求道，而是沒有點傳師敢為她點
道，因為做色情行業造業太深，除非轉業否則不能求
道(佛堂有三不渡：渡善不渡惡，除非放下屠刀；渡
貧不渡賤，除非轉業；無緣者不渡)。有一天佛堂來
了一位新的點傳師，這位乾女兒自己擔過向點傳師說
謊報告，王壇主想求道，是開雜貨店的，希望這位點
傳師能為王壇主點道。然而點傳師是可以瞞騙的，但
是上天明察秋毫，王壇主每次走進佛堂，頭就痛的像
要爆炸裂開，出了佛堂就沒事了。幾次失敗之後，
她暗自下定決心：「就算進去會死，我也要死在佛
堂。」王壇主誓死得道的誠心感動了天地，她終於在
強忍痛苦下得了道。由於她得道得了太辛苦，求了道
以後越覺得道太寶貴，所以每天拖著沈重的病體來佛
堂拜拜，希望仙佛慈悲治好她一身病痛。但是經過一
個星期，吐血反而更嚴重，後來她請問道親：「我這
麼誠心都沒有用，究竟我該怎麽做？」道親說：「要
發心」。起初她不知道要怎麽發心，於是每天跋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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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路途，到一口以水質甘美而著名的井去汲水，然
後挑著井水回去燒茶供佛。道親們都被她的虔誠所感
動，有位道親就勸她：「你做這個行業，造業很深，
你要發心立愿來消業障」。只要能治好她的病，她什
麼都願意做，當王壇主跪在老中面前，在立清口愿當
中，她感應到自己的罪已蒙上天大恩赦免，而喜悅流
淚，那種重新做人，立志效法聖賢的決心，當場感動
了佛堂所有的道親們。自從清口以後，王壇主一點一
滴的修改自己的脾氣毛病，她一步步地感受到道的力
量，於是開始渡人成全人。她不會講什麼大道理，但
是向道的決心與誠心, 讓她求道五年後，渡了很多有
緣佛子，也成全了很多道親開設佛堂。王壇主一身重
病，就在這樣勤苦修辦下逐漸康復起來，從自慚形穢
到光明磊落，她心中的感恩是無法言喻的。縱觀她的
一生，可以說她是一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女
中豪傑。
當我們真心誠意想做一件事的時候，「信、愿、
行」是三大基本要素，古之修道者，更把「信愿行」
比喻為通往西方極樂世界的三種資糧，解釋為：「非
信無以立愿，非愿無以導行，非行無以證真、無以證
信而滿所愿也。」
「信」：
(一) 相信、有信心：佛菩薩施大愿，救渡眾生苦。
(二) 信有天堂地獄。
(三) 信有因果善惡的報應。
(四) 信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明師難遇、真道
難逢。
(五) 信人生修道，減少造罪惡，則善德、道果
可增加；天地鑑察，無形中增長福報。
(六) 信修道可上拔祖宗之靈歸樂地；中可渡自
己本身之靈出世外，逍遙自在；下可庇蔭
兒孫福綿延。
(七) 信修道有成之人，其芳名永留世間，萬古
流芳。
(八) 信萬教同源，定然歸一。
(九) 信每一位真修實煉之修行者，定能解脫生
死，回歸無極理天。
「愿」：
(一) 願學仙佛慈悲，救渡天下眾生。
(二) 願體會仙佛菩薩救苦救難。
(三) 願皈向正道，修行正法。
(四) 願時時低心謙恭，向前輩們請益。
(五) 古人云：「修道入門，發心為首，修行急
務，立愿當先。心發則眾生可渡，愿立則
佛道堪成。」
「行」：
(一) 要時時正心誠意，迴光返照。
(二) 要發慈悲心，戒殺齋素，體行民胞物與之
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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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確實改脾氣、去毛病，遵守三皈五戒；
體行三綱五常、五倫八德。
(四) 要始終如一，遇到考驗，不改修道之初
衷，永不退縮。
(五) 要認理實修，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六) 要真知力行，絕不苟且馬虎。

後學相信，在仙佛的眼中，並不是以我們祭拜
的供品大小、多寡或金錢的布施多少來評斷一個人的
真心誠意。二十四孝裏的孝子們，都是因為孝順感動
上天而流芳百世。總結來說，唯有用一顆百分百「誠
摯善良的心」，加上「信愿行」的必備條件，則人有
善愿，天必助之，心誠則靈，有求必應。
* 王壇主的見證實例取自《小道親的故事》。

小故事大道理

十步芳草人何在

大司馬家中有個鍛打鈎劍的工人，年高八十
了，做起事來仍然沒有絲毫差錯。
大司馬問：「你是靠技巧呢，還是有道？」
他回答說：「我是有所持守。我從二十歲起
就喜好鍛打鈎劍，對別的事物都不看一眼，除了
鈎劍什麼都不理會。用來鍛劍的精力借用了沒有
派作他用的那部份精力，所以可以用之不竭，更
何況是無為而不用的呢！」萬物哪個不來資助
呢！」
──《知北遊篇篇》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唐朝文學大學韓愈在《進學解》中，曾對勤
學專精有一番詮釋。
而現代人最久缺的，就是「只要工夫深，鐵
杵磨成針」的專精意識和潛修默進的內在工夫。
在這個講求「速度與效率」的經濟世代，
人類的價值定位只求「結果」，而不重視「過
程」；亦即一切成敗的判斷，只在成品的多寡和
價位的高低，尤其是低成本才是經營的最高效能
和利潤。
至於產生成果過程的是否妥當，途徑是否正
面，方法是否得宜，則多不在考慮之列。
於是「低成本，高報酬」成了現代人「速
成」的追求，也是最傲人的高能力誇耀。
功夫不用深，現學現賺。
環境不用考慮，我先賺足，生態的破壞以後
再彌補。
職業病症，員工的生命，與我老板何干？
美麗誘人的外包裝，實質不足的內容物，誰
叫消費者易被誘惑上當。
一夜致富，一舉成名，最好是天降橫財的夢
幻式賭博式不勞而獲的千萬樂透，是現代人夢寐

《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以求的集體夢幻。
浮誇而不實，只重外表而不求內涵，工夫不
用潛修深厚，只要耍點技巧手段，成果不必耐
久，能速富即是英雄偶像。
「輕、薄、短、小」是成功的產品，卻是卑
微可憐的人性，而歷史內容如果是如此，更是這
一個豐盈的物質世代，貧瘠的人文水準，兩種極
端互相顯現，卻彼此矛盾的可悲結果。
承先啟後，我們數十年的生命，只是歷史洪
流中的一枚卒子，當我們用集體行為舖寫下這一
代歷史，當後世子孫以「繁華而輕浮」來評語斷
代我們時，當下的我們，能麻木不仁？能批判隨
人？
看取蓮花淨，方知心不染。欲知凌冬性，惟
有歲寒知。
工夫深潛的君子已難多求，遂名追富的呼盧
喝雉賭徒，卻是滿街蜂擁，十步之內，必有芳
草。只是有誰能告知：芳草何在？
活佛師尊慈示
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
盡忠、盡孝、盡職完成自己的使命。
生榮死哀，活的有意義，犧牲的有代價。
對人生要有無常的醒覺。
對物慾要有淡薄的看法。
對真理要有追求的熱忱。
對眾生要有服務的犧牲。
對自己要有嚴格的修持。
對同修要有平等的對待。
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
上誓願成。
要邁向大完美的人格，這樣才不白來世間一
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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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禮節小常識
參辭駕的意義
參駕：即來至 堂，向老 、諸天神聖及前人、
點傳師問安。
辭駕：即離開 堂時，向老 、諸天神聖及前
人、點傳師辭別。其意義有三：
一、出告反面
就如同子女出門要向父母告知去那裡、做何事，
回來要告訴父母事情做得如何，使父母安心；身為一
之子的我們，面對老 、仙佛及點傳師亦同。今天
我們有幸協助彌勒祖師辦理普渡收圓大事，離開 堂
時，要向老 、仙佛及點傳師辭駕，告知出去要辦何
事；回到 堂後，也要向老 、仙佛及點傳師參駕，
告知佛事辦得如何。
二、尊師重道
來參去辭，從叩首禮拜中，表現對仙佛、點傳師
之尊敬，亦從中將道展現出來。
三、叩求反省
今大道普傳，有緣眾生均能得明師一指之殊勝機
緣，有參與三期末劫普渡收圓，行功了愿之機會，今
藉參駕老 ，反省自己是否隨時隨地均參與其中，
不但身參與，心亦應參與，使不失其中，不失其位。
我們來到世間，受到情識、慾望之影響，身心受到擾
亂，而沈淪於六道輪迴中，如一塊肉，很容易被絞肉
機（世間）捲進去，所以我們來到 堂，要隨時隨地
警惕自己，情識與慾望是要告辭的。
獻香前整理 堂之意義
獻香前，要整理 堂，擦拭 燈、佛桌、供
桌……等，除了使 堂清潔亮麗，顯露其莊嚴清新之
氣象外，更重要的，是藉清理 堂之外在動作，行清
理內在欲念、執著之修持；要從中體悟每個人心中本
自具有一盞光明的心燈，但受到凡塵形形色色的誘
惑，及情慾的蒙蔽，使這盞心燈蒙上一層層的污垢，
而失去了光明，所以我們要明明德，以商湯「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修省功夫去三心，掃四相，
使自性重現光明，以達聖域賢關、至善之境。
平香爐之意義
獻香前，八卦爐要先抹平，這其中有兩種含義，
一是莊嚴道場，保持道場之整潔；二是使我們浮躁不
定的心平靜下來。有平爐經驗的道親應可體會；當
心中有事牽掛時，要平爐非常不容易；反之，心中無
事很平靜時，很快就能平好爐；所以平爐也是在考驗

《摘自傳燈禮儀》

我們修持的功夫。我們的心是最易被外境所感而起漣
漪，亦容易染上貪、瞋、痴三毒，更易為情慾所牽，
使我們的心不得其正，也因此無法恢復我們原本圓陀
陀的光明本性，而沈淪生死苦海，故在修持上，常藉
物來提醒自己，要學習放下，放下一切干擾我們自性
的物欲，使心境抹平，而能自見性天。
燒香前就拜位的意義
若心受到外在環境影響而激盪不已，一直往外逸
放時，已離位的心境，與上天及諸佛菩薩的心是無法
相應的。那麼，要如何將心境歸位呢？
當站立在 燈前的當下，是自我觀照生命、檢束
生命的最佳時刻。走至拜位，在未行禮前，先要攝
心，平心靜氣，將為外在紛亂的環境感染，而仍在盪
漾的身心收攝回來，讓浮動的心沈澱下來，使心境歸
位；這時的生命是虔誠，無上莊嚴的，也就是「立於
禮」的表現。以此虔誠頂天立地的生命面對老 與諸
天神聖，才能回應上天。
每日獻香禮之意義
每日早、午、晚獻香，就像人每天要吃三餐一
樣，啟示我們要如曾子所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每天要時時自我
反省，所以在獻香時，要默念愿懺文。師尊在《暫訂
佛規》中也特別強調：這是每位修道人在獻香時，不
能忽略的地方。面對上天老 ，將我們的心赤裸裸地
展露出來，自我作真誠的反省──是否有真修實煉？
對所犯的罪惡過錯，是否徹底改過，永不再犯？德性
有否增長？
一貫弟子於每天早午晚獻香時，以最虔誠的心禮
拜明明上帝及諸天神聖，希望能藉著燒香，將心中之
誠敬，隨香煙的上升，直至天庭，與仙佛相通，也點
燃我們內心的智慧香，體悟人生真諦，修己渡人，成
就有意義的人生。
藉最平實的獻香禮拜，默念仙佛聖號中，相契吾
人內在的生命，省察內在生命是否還保有赤子之心？
是否受到物欲的污染，而與本源疏離？期能由老中
及諸天仙佛的加被（稱念仙佛聖號能得到聖仙佛之加
被，因每位聖仙佛在世時，均曾發出救世救人之大宏
願），與自身內在自性佛的覺悟，讓良心顯現，呈現
仁、義、禮、智、信五常德，以回應天命。
另在獻香時，還須默念愿懺文，將自己內心，在上
天老 面前全然展露無遺，一方面感謝上天，一方面自
我反省與懺悔，並發愿改過遷善，回歸祖師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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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ion of Immortality ( Part 1 )
Once upon a time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n
emperor who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Taoist alchemy.
He wanted to learn everything about it. He looked for
opportunities to discuss his ideas with individuals that he
felt were knowledgeable.
The emperor's minister was worried about this. He
knew there were genuine Taoist masters, but he also knew
there were many frauds. He did not believe in claims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he wished to protect the emperor
from those who made such claims.
One day, the emperor invited a Taoist monk from
a distant land into the palace for another one of his
discussions. At one point in the conversation, the subject
of immortality came up.
The emperor asked: "Do you know of anyone who has
mastered the secret of everlasting life?"
"Yes, Your Majesty," the monk nodded. "Among the
advanced practitioners of my sect, it is not a secret. We
have perfected a magic potion that stops aging. The man
who drinks it at the right time not only lives forever, but
also maintains his youthful appearance indefinitely."
"Amazing!" The Emperor was impressed. "Are you
not exaggerating when you speak of living forever? After
all, a man who does not age can still suffer mortal injuries
or fatal wounds."
"Not so, Your Majesty," the monk smiled. "The magic
potion cures all wounds instantly. That is how it stops
aging. You see, getting older is merely a slow and gradual
form of injury."
"I must see this for myself! How may I acquire this
marvelous potion?" The emperor was excited.
"You need but to ask, Your Majesty," the monk said. "I
happen to carry a flask of this potion, which I now offer to
you as a presen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hip."
The emperor was delighted, and ordered a large bag of
gold to be paid to the monk. The monk declined politely,
but upon the emperor's insistence, accepted the payment.
Then, he suddenly remembered that he had other pressing
business, and therefore must take his leave.
"One question before you go," the emperor stopped
him. "You said one must drink the potion at the right time.
What time would that be?"
The monk explained that the potion was only effective
during the full moon, about ten days away, and one had
to make extensive preparations before drinking. He gave

by Derek Lin

detailed instructions before making his departure. Despite
the weight of the gold he was carrying, he traveled quickly
and soon disappeared from view.
The minister felt the emperor was making a big
mistake. He had to talk the emperor out of drinking the
potion somehow, but he knew the emperor was stubborn.
If he tried to discredit the monk, the emperor would leap
to his defense.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The night of the full moon came. The emperor
followed the monk's instructions to the letter. He bathed,
meditated and went through an elaborate ritual. Then,
when he felt ready, he motioned the minister to bring the
flask to him.
The minister took the flask and turned to the emperor.
Then, he had an idea. In a blur of motion too fast to stop,
he uncorked it and drank it dry.
For a moment, the emperor froze with shock and
disbelief. Then, he shook with rage: "You...how dare you
drink my potion!"
The minister faced the wrath calmly: "Your Majesty, it
is nothing more than ordinary wine. That Taoist monk has
tricked you."
The emperor shook his head: "You don't know that for
a fact. You have stolen something of extreme value to me,
and for that I shall have your head!"
The minister remained calm: "Think about it for a
moment, Your Majesty. If the potion is real, then would
it not be useless for you to order my execution, since I
cannot die?"
The emperor roared with anger: "What if I execute you
and you die? What then?"
The minister smiled: "That would prove the potion
to be fake, Your Majesty. Then it will become clear to
everyone that the emperor has been deceived."
The emperor sat down heavily and fell silent. He
turned the matter over in his mind. After a long while, he
spoke in low voice, as if to himself: "Indeed, I will be seen
as the fool...and since you will be dead, I will have lost not
only my dignity, but also my most loyal advisor."
The minister remained silent. After another moment,
the emperor stood up, turned to the minister and nodded:
"Thank you."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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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04/03/2011
04/10/2011
04/17/2011
04/24/2011

班 長 道寄韻律
陳彥宏
吳韓衛
游士慶
徐仕林
史振英 溫潔芳
卓秀鳳 吳韓衛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道化人生
講 師
專題講座
講 師
福慧雙修
張邦彥
大 學
郭詩永
修行人生觀 ：
羅煥瑜
圓滿生命
宋麗娜
春
季
大
天道義理 ：
黃東山

點傳師賜導
楊碧珍
陳正夫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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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內

負 責 人

中文讀經、禮節、道歌、道化人生、西班牙文 吳振龍、游士慶

內

容

論語、成語故事、中文報紙、中文寫作

內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容

容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負 責 人

唐 詩、基礎ㄅㄆㄇ、節 奏、勞 作

高子評、李淑玉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4/03 ~ 04/09
陳正夫

04/10 ~ 04/16
郭詩永

04/17 ~ 04/23
徐翠妤

04/24 ~ 04/30
辜添脩

全真道院午獻香執禮人員
日

期
坤
乾

天緣佛堂

04/17/2011
04/24/2011
04/10/2011
04/03/2011
譚覃光、余月華 陳美伶、陳秀珍 溫潔芳、呂柏欣 杜梅瑞、陳絹英
徐仕林、徐振庭 陳柏瑋、陳宣霖 吳振龍、游士慶 陳彥宏、溫佳源
04/03/2011( 三月初一 )

為什麼要求道

講師：呂柏欣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鄧美燕

04/17/2011( 三月十五）

修道的體驗

講師：徐仕林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容寶玲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04/03/2011
負責點傳師 郭詩永
日期

天廚組長

林貞伶
陳秀珍

櫃檯輪值表

04/10/2011
徐翠妤

04/17/2011
辜添脩

04/24/2011
郭詩永

武詩竹
史振英

吳韓衛
張書興

林貞伶
陳秀珍

日 期
負 責 人
鄭末子
04/03/2011
04/10/2011
楊阿晟
鄭末子
04/17/2011
04/24/2011 楊阿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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