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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賜導

道是路，只要走

前人云：「道是路，理是法，千經萬卷證明
它，翰墨文章滿天下，並無一人知道法，經集綱史
人人讀，只少一指路便差。」道，乃真理大道，回
天之路也。
道是無極之真理，在天為天理，賦於人為性
理，《中庸》云天命之謂性，人人有而不知其有，
得此者可成仙成佛，迷此者則墬入鬼關，千經萬
典，不如明師一點，其「點」統四端而兼萬善：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
智其中有信，信為中央戊己土，在人之五關中屬玄
關，是我們自性之所在。
以前有一位寶徹禪師，在一夏天夜晚煽扇納
涼時，一求道者向他討教：「我知道風隨時隨地
都存在，能不能更具體的來解釋風存在的這個道
理？」求道者問話時，寶徹禪師停止了煽風，對他
的問話，點點頭之後，再繼續揮動著他的扇子，而
不說一句話。其實「只要煽」，這就是他的回答。
「風」的存在，是眼睛所看不到的，而以「煽」來
實踐，則皮膚可以感覺到風的存在。
而「道」，自從我們求道以後，知道有「道」
的存在，就好像我們知道有「風」的存在一般，然
而，道在那裡？在那裡可以看到、聽到、聞到、或
觸摸到？道是無形無象、無聲無臭，但是它卻能生
育天地、運行日月、長養萬物，為宇宙一切靈性之
真宰。《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
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
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云：「視之不見
名曰夷，聽而不聞名曰希，搏而不得名曰微，此三
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
紀。」
天地有「道」，必經「德」才能顯現出其作
用，如日月之光照、雨露之滋潤、寒暑之交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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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運轉、陰陽之消長，萬物賴以和諧的生生不
息，宇宙之種種現象也賴以成立。所以「德」是
「道」的表現，是萬物交流的準則，而天命賦於人
曰性，性不能見，卻常存於人身，如果能夠「率
性」而為，表現於外曰「德」。修道目的在於明理
圓性，然後超生了死，欲達此目的，則須行功立
德，率性而為，依道而行。
常云：「平常心就是道」，道本在我們的身
中，莫去遠求，由日常生活中修身而得，人道盡，
天道成。《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為本」。自古聖賢都是從修身做起，身修
而後家齊，家齊而後治國平天下。
昔日法演禪師，一日與三位徒弟從外面返回
寺院途中，正值夜晚，手提燈火，不料手中燈火突
然被風吹熄，法演禪師立即對弟子說：「快把你們
領悟的心境說出來。」其中一位弟子答曰：「看腳
下」。想想，多好的答案，修道人最重要的是，注
意自己所踏出的每一步。道者，路也；道者，行
也。道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功德，也是一點一點
的累積。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能效法先聖先賢，
追求真理，腳踏實地的付諸實踐，則「道」就在我
們的心中，而「佛」就在你「腳下」。
愈是滿穗的稻子，愈是低垂；水往低處流，
流向大海，愈是人不喜歡的污穢處，其不嫌而往
之，故水德近乎道。《道德經》云：「上善若水，
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常云：「滿招損，謙受益。」修道人要懂得處處謙
讓，愈有修為的人，心愈低、愈謙卑。當知，步步
是道場，愈低愈有道。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都是道之所在，都是在修行。只要我們
低心下氣，虛心學習，誠心實踐，率性而為，效法
天地之無為而為之，以身作則，兼善天下，自然能
達至道至德的境界，離聖賢不遠矣。
風，流行於天地間，而不可得見，煽風可以得
知；道，更是充滿宇宙之間，而不可聞，不必問：
「道在那裡？」道是路，只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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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潔芳
郭文澄講師主講：「金剛心要」。敬邀大家共
同學習大菩薩的心，如金剛一樣的堅固。主要是幫助
我們如何來處理世間法。（一）發心－－發願求取無
上菩提，菩薩法門，以救世利他為宗旨，正覺成佛。
（二）伏心－－大悲心，對於痛苦之眾生，生起救濟
的心。（三）明心－－深明事理的智慧心。首先，帶
領大家來認識「有宗」與「空宗」。「空宗」乃屬個
人脫離六道輪迴痛苦，達到彼岸；「有宗」則是「因
果」輪迴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明顯的說：「因果」
於今生解決不了，會延伸至世世代代來擔承。奉勸各
位：宜耐心的好好修道，務求觸令屢世累積所帶來的
「業力」可以減輕。亦提醒大家：由我們這一代起，
從今認真修道！感恩上天眷顧，仰仗祖德護蔭，賜予
這一個好命，讓我們有此良好機緣求道，學道，修
道；確切應該趕快認真的修；這「有宗」頗重要，因
為它負荷著世代關係盛衰，所以有必要俾令其了脫六
道輪迴，上升兜率天。請謹記：別老是羡慕別人之外
相，只要潛心修道，肯定是有所收穫，大家必須嚴正
來看待這個問題。
談及「佛法」，是覺行圓滿的大聖人──「佛」
所說的法。可笑世人不瞭解，當作是迷信。其實我們
之修行是給予眾生往上增緣，能夠明白「佛法」，就
可以利益眾生。大家不妨仔細想想：「人」為什麼總
是不能和諧、和平、和樂相處？偏要互相鬥爭！請
問：這是佛法有問題，還是本身出問題？如果大家
瞭解「佛法」，自然是內德、外相平等地、高高興
興的相處，一起生活快快樂樂！只可惜許多世人不
甚瞭解，纔會走到明爭暗鬥之局面，又不懂得如何是
解脫之道，殊屬可嘆矣！佛說：「須菩提！菩薩於
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布施──僅這兩個字，
它包括生活、處事、待人接物，人生一切活動中，積
極地行「不住相」、「不著相」布施。重點在於對
「事」對「物」，不起分別心，不起相對的比較觀
念；纔能達到「三輪體空」，只要把它應用在日常生
活裡就夠了。彼此之來往、「平等」，沒有帶著一絲
兒歧視，凡是分別，有相對觀念者，就是有「住」、
有「著」；凡夫無知「著相」不識其「妄」，而修行
用功就可以降伏其「妄」心！再者「一切法相皆是
妄」，常常執著於外面之種種、切切實在的事、物。
藉此，且來鑑定一下，它是否實在？須知：「五塵」
來自「五根」：眼、耳、鼻、舌、身的「五根」所緣
之「境」，此「五境」能污染真理故名曰：「塵」。
只稍一接觸，內理潛意識產生「念」，愆生出來所看
到的，即判斷它是「實在」的東西，舉例：「耳」根
聽聞「聲」音，聞聲的「心」識叫做「耳識」。偶爾

飄來對方讚美言詞，內心就生起歡喜、欣悅的眉飛
色舞；換言之，傳來對己不稱心話語，內裡頃刻暴
跳如雷，霎時老羞成怒。此時此際，毋論正面、負
面，彼此應該謹守方寸，捨棄「三毒」煩惱，「貪、
瞋、痴」皆「捨」。如斯的情緒波動，它究竟「實
在」嗎？引起大家共鳴的答案：「既不固定，便非實
在」。蓋以「人」之「根」「塵」，隨著外「境」而
產生了許多的「念」，同樣地，以「意」根與「法」
境為緣，就會生起「意識」。意根、法境、意識，
三者全，就會生起意「觸」（作念），而後就會有
「受、想、行」的作用了。「人」之感官與外界接觸
時，所產生感受──「眼」見榮華富貴，便生起羡慕
之感受；鼻嗅到花白氣味，便生起甜蜜之感受……等
等。「受」造就太多的問題，可分為三類：苦受，樂
受，不苦不樂受。可以說：「人」的一輩子，全在
「受」這一個字，意識所主宰，愆生出來的東西皆以
為它是實在的。假若「執著」此外面有種種「實在」
的事物，起了分別心、計較心，這就是「痴」了！觀
「受」是「苦」，教人陷入「無明」而無法自拔。如
果大家能深深去體會，用「定力」來修「佛法」、
行「十善」而且要忍辱，切記：生畏懼心就不敢造
「惡」業，有順受心，則能消業障！兼之，設法實際
地去關懷、疏導身邊的有緣人，俾予明瞭什麼叫「中
道」：即不偏於「有」、不偏於空的圓融無礙，什麼
叫解脫。當徹底清楚了鏡中花、水中月，它是不實在
簡直苦極了！「苦」於外「境」駕馭；「自性」不得
安寧，受「六境」綑綁，身不得動彈，無盡無限的煩
惱加起來，即會造「惡」業；「人」一造「惡」業，
肯定墜入生死輪迴中；於是乎其陰命、歹命就相繼而
來。凡事不宜抓、取外相形形色色，尤以「貪」者不
能捨離，即便爭奪所得來的，俟至將來要放手，已是
來不及了！
我們要明白：「智慧」是一線光明給予開悟；
能深深體會者，應當認真地轉變「壞」的「負面」的
外境；只要能夠將「心」轉念，一下子，必然全放下
了，心平了，解脫而自在了──意思指吾人的心念，
完全脫離煩惱之束縛，即通達無阻礙，心湖清淨，不
再掀起漣漪！最後，郭講師敘述一則「因果輪迴」典
故，寄語：日常生活裡，大家要隨時體會和實踐「智
慧」的道理，宜遠離「根、塵」，莫把那外境的如
幻、如化誤作真實景象，致而弄得身、心不得清淨。
所謂：依「因」有「果」，故「果」為「有」；是有
生、死煩惱的意思。從中勸勉：「知果畏因宜謹慎，
逢緣遇境好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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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覺照與反省
首先請問各位前賢一個問題？您認為您已經開
始修道了嗎？恩師慈悲：「如果你還不懂得反省，
那你的修行還沒有開始。」
覺照的意義就是觀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看自
己，自己看自己的本性，而不是去看別人，批評別
人。學習看自己的良知，是一種內省、內修的功
夫。《心經》：「觀自在菩薩」的意思就是說，我
們要往內觀看我們自己內在的真菩薩，即自性。所
謂觀者察也，察者覺也，覺者悟也。照的意思是什
麼呢？就是光明之觀照，一照即覺悟。請問各位道
親？我們要用什麼來照自己呢？用「一」。一又
是什麼呢？一是道心、良心，一者理也；在天為天
理，在地為地理，在人為性理。求道的寶貴在我們
已得到了性理真傳。
反省的意義就是讓我們自己能迴光返照真心起
作用，每日做到真懺悔，而且是無相懺悔。為何是
無相的，因為我們的心念是無相的。什麼是懺呢？
懺的意思，就是虔心誠意的向上天老 表達我們
所做過錯事。什麼是悔呢？悔的意思，就是所做的
過錯，不要再犯，乃是省察自己的功夫。六祖說：
「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覺照與反省的關
係是相對的，想做到覺照，必須透過反省，能透過
反省，才能覺照自己。反省就是自己問自己，自己
看自己，自己反省自己，而不是去要求別人，看別
人，批評別人。每天起床後先問自己，今天我應做
什麼？用一顆愉快心情心存感恩與惜福。每天晚上
睡覺前，要反省自己，有沒有浪費寶貴的光陰？有
沒有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還是有沒有做出對不起
別人的事？有無做錯事？最後加以改進，才能日
新又日新，作新民。基本的內修功夫來自於三個
「自」那就是自覺、自照、自省。
看別人與看自己有何差別呢？人之過在眼前，
己之過在背後，愚者雖能發現他人之過，而不能發
現自身之過。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己則昏。意思就是人常常很容易會去責怪別人，責
怪別人時，自己很清楚明白，又會很容易的糊里糊
塗的原諒自己。故必須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
恕人。要常常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說人非。
那麼要如何覺照？首先相信，人人皆有佛性，
自己相信自己能成佛，當下定決心真心修時，自然
有動力，對外在一切人事物小心莫動念，在各種境
界現前時，第一念收心，時時練習收心念，久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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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純。人意我意動念處，一照即要覺。學習前人、
點傳師的謙卑、無我，尊他人，當下真修行。師尊
慈悲：「我們應該無時無刻都在檢視你自己，分分
秒秒都在觀照你自己，而這必須去奉行，你到底有
沒有看到你自己啊！」
要如何反省？首先要檢視自己是否有人我意，
貪瞋痴愛念。真心修行嚴律己，一念不放鬆。念念
當下慎來去，當下出輪迴。當面對有情無名時，佛
性要現前。要去無明才是真修。曾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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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老師所傳給我們
的「三寶心法」，是否在這個自性上下功夫？每日
燒香叩首是否拿出真誠的心懺悔？所做所為是否拿
顏回夫子所說的：「不遷怒，不貳過。」「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一般人的習慣是：「己有小善，則德色；而
人之厚恩，或掩之瞽。」意思是對自己所做的小功
德，小善事，把它看做功德很大，以為自己很了不
起，喜形於色，向人炫耀；而對別人的厚恩，則把
它掩蓋輕易忘記。「人有不失，則切齒；而己之大
過，則飾以偏見，此之謂不平。我不平，人豈能平
之？」意思是對別人的過錯，罵得是咬牙切齒，非
常生氣；而自己所犯的錯，則加以掩飾，這就是不
公平嘛！自己不公平，別人又如何能心平氣和的接
受呢？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二六時中要謹言慎行，要
記得言多必失，禮多必詐，言語必謹，行為必慎。
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故君子欲誠於言。要有
好的念頭，時時說好話，時時做好事。另外要有慎
獨的功夫，基本上在沒人在的時候或沒人的地方，
不做壞事，不要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其實暗室虧
心，神目如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二六時中，
神明監察。除此之外，只要有時間，有空時，就多
多默唸《無字真言》，或虔頌《心經》，使自己的
心能達不思善、不思惡之原來至善慈悲之道心，讓
自己時時不能欺騙自己的良知自性，時時發露至善
慈悲而達寂靜境界。
如果您照著以上所提出來的去做，能懂得如何
覺照去反省，自然而然，能識自本心，脫離苦海，
見自本性，達涅槃，心不發露不滿、憤恨、恐懼、
貪婪、嫉妒、不知足，而功德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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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示道-綱常倫理篇
《摘自“老師的話”慈父般的叮嚀》
人莫不愛子，何不以愛子之心侍其父？
人莫不愛妻，何不以愛妻之心侍其母？
子何以順，親何以逆？
願天下兒女以一分愛子之心順其親。
女何以愛，媳何以虐？
願天下公婆以三分愛女之心愛其媳。
為子孫求福，積金遺子，未必能守。
為子孫造福，積德遺子，受福無邊。
養而不教，不愛其子；
教而不嚴，殆害其子，謹小慎微終無失。
在家盡孝，在國盡忠，
未有不忠不孝能名標竹帛留芳百世者也。

修行必須有智慧，你將來要怎樣繼續走修
行路？要怎樣繼續經營你美滿的家庭？修行是
在開創美滿的家庭，而絕不是讓你們把今生的
「緣」，導致來生的孽緣，你今生這段緣沒有
「圓」，來世你會碰到一段孽綠 。
老吾老以及怎麼樣？(以及人之老)好，是什
麼意思？(先孝敬自己的父母親，然後再去照顧
別的老人)那你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還是只會
老人之老？你在道場作一個模範棟樑，回到家裡
後怎麼樣呢？是不是出外行王道，在家行霸道？
你們是不是這麼做呢？現在你在這裡行王道，前
面的人要你坐挺你就坐挺；要你反省你就反省，
百分之百的遵從，百依百順，然後我們回到各自
熟悉的環境之後，是原形畢露呢？還是恢復本
來？(原形畢露)原形畢露！我們還堪稱是一個修
人道嗎？
在道場，為師時時提攜教誨，莫非叫你成為
一個完整的人，再做一個最為尊貴的仙佛，「仙
佛」達不到情有可原，若完整的人做不到可就太
不像話了 。
如何挽化這頹喪的世界，如何淨化人心？從
自身做起，人最親者就是家人，五倫都做不好，
如何化世界為大同，現在天時是末後，正己成人
一併行，修好自己渡化別人，立身處世才不會糊
塗混光陰。天道的宗旨是什麼？最大宗旨是化世
界為大同。為求宗旨，要推行儒家思想。孔孟大
道乃從倫常開始 。
有的人，人倫觀念做得很好，但是有的人沒

有人倫觀念。有些修道者，已經修道了，可是家
庭還不和睦，為什麼？因為你們沒有盡人倫之
責。所以今天不要說今天我已經求道了，我就一
直衝，一直高，什麼也不顧了，家也不顧了，人
也不顧了。你生活在群眾當中，生活在人群之
中，要懂得做人的道理，今天你不懂得做人之
道，你就枉做人。
要以根本為主，本立道生，根本是什麼？人
道有那些？三綱五常、五倫八德，必須一一宣
導，你若不從根本，好高騖遠，那不叫修道，腳
步慢慢來，每天有每天的進步就行了。
在家中有摩擦，就看你們是用什麼心，把摩
擦化為助力。道降火宅，聖凡雙修，對不對？巧
妙運用你們的時間，運用你們的妙智，把一些
不該有的是非轉掉。你在佛堂做了一個不錯的榜
樣，到了家庭是不是也這樣？對先生，對孩子，
對公公婆婆？修道感化他人，自己就要先做標
杆，就算夫妻一起到佛堂做事，夫妻同修，回去
以後呢？太太跟婆婆吵，先生打孩子，這樣子家
人會受感化嗎？如果你真能做到「人道」，盡你
的責任，這才能為人標杆，不要被人家說成表裡
不一。
身為家中的成員，要用誠懇的心對待家人，
誠懇就是道，對於每一個人都要如此。夫婦之間
如何誠懇？要互相體諒。而父子之間，父親該
嚴的時候，就要嚴；應當慈悲的時候，要慈言相
勸，如此才不會有如生活在戰場上，如處在地獄
般。所以該嚴格時要依理導引，給他真正的理
路；而慈的時候要打開他心中的結一以貫之，從
人倫家庭進而道場，再進而社會，一直到各個地
方，所以呢，修天道要從人道做起。
如果你的親人做錯一件事情，就斥責他，他
也不見得會了解你的心意，但是你如果能了解對
方的個性，就可以好好去溝通，去規勸他，天地
之理也是如此。了解他，不是去奉承他，而是從
這當中大家和合的生活在一起，大家和氣一團，
才能生出智慧。
修道並不是要你們完全把假的丟掉，你說父
母是假你就不孝順對嗎？你說錢財是假你就不工
作對嗎？你的本分盡了，才能成就真的，做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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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盡了，才能成就「神」。有真才會看到假，
當你悟透時，心中便無真假了。修道第一要把
人道做好，孝、悌、忠、信，是否常想到家中
二位活佛(父母)？現代人要注重孝道，以往父
母養十幾個都不嫌苦，現在生的少，更須要做
榜樣給後輩看，水滴同源，慎終追遠，不能讓
父母墜落地獄，而自己回理天去享樂 。百善孝
為先，你修道不顧家庭是錯誤的。所謂一子得
道九祖沾光；一子成道，九祖昇天，父母在世
時為何不渡他們呢？
現在有沒有一個心思想要渡父母？有，可是
不知從何渡起？(要從我們自己修身養性，對自
己的品德修養做起，感動我們的長輩，我們的
親朋好友)這些話說起來，都很容易，只是許多
子女，就是很奇怪，無法對自己的父母和顏悅
色，怎麼辦？繼續發脾氣嗎？不知道怎麼做的
話，想想來佛堂的時候人家是怎麼侍奉你，就
怎麼回去侍奉他們，還要有同樣的真心真意，
這樣才會有效果。父母不明理你們也不能把他
拋在一旁啊，說他老頑固就不理啊！不行，要
慢慢地讓他先感動，你讓他們感動，他們就會
覺得「嗯，不錯！」就慢慢的願意來啦！
現在有夫妻同修的，更要珍惜。若只有夫
修，或只有妻修，要感化，這是互相包容，彼
此寬恕。怎樣才圓滿？譬如兩人搭配，一個只
能出三分力，另外一人要助他七分力，這才叫
圓滿 。
乾道賢徒們，你們若是身為人家的女婿，
是否把岳父岳母當作親生的父母？(是)你們說
是，心裏卻不是，有的賢徒遇到什麼困難，比
較沒有理的，就把人家的弊病全抖出來，可是
你的把柄卻因此落在人家手中，讓人說濟公的
徒弟，怎麼是這個樣子呢？拜什麼佛啊？那為
師就不敢聽了！這是 什麼呢？是敗了佛的名
譽！也是敗了你們本身的名譽！知道嗎？若對
方沒修道、沒明理！你再怎樣，也不要講他，
忍氣吞聲！千萬不要跟他一般見識，要寬宏大
量，心要海潤天空！你們不要學老師嗎？要學
得起啊！不要學了一半，老師大濟公，你們變
濟私！知道嗎？本身修為最重要。
還有坤道賢徒們，最重要的坤道是五漏之
身，前世多些罪業，因此今生今世，若是不能
努力於道業，你們的罪業如何去了呢？當知
道自古坤道是最難出頭的，若不是你們沾了古
佛、師母恩德及今日坤道應運，所以你們更應
當珍惜你們的緣份，更應當作事三思斟酌自
己，處處小心提防！你們在社會潮流當中，千

萬不要學習潮流，潮流乃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的，你學得完嗎？若是你隨著潮流，你的心就
會動，希望愛徒們，你們能夠在動中取你們善
良的心，你們的善良，跟社會中的善良不一
樣，你們要了解為師 的話，無時無刻地培養你
們的善良之性，不要看到什麼就喜歡什麼，這
是什麼心啊？(貪心)身為肉身，每一個人是逃
不了這個色相。但你們要能夠在這亂中尋找這
個「心性」，你們的心性永遠要擇善固執，抱
著你們的信心。
坤道修道不是挺自然的吧？你們能夠握緊
佳期，趕上末後一著，完全是祖先有德，前世
有修，不要忘了每個人志向不同，若你們結婚
了，也是要跟乾道一樣，把你們的公婆，當作
自己的親生父母般孝順，若是有志向的，能夠
清靜一生，那更好！
在這三期末劫，不管立的是什麼志向，你們
完全不要改變，所立的志向是你們將來的「果
位」，千萬要記住！志向是你們的目標，大道
理你們都知道，可是一絲一毫的小處，都沒做
到，為師想再看看徒兒，你們的靈光修得如
何？你們的肉體修得如何？近來是健康或是體
弱？一個人的今體健康，都是由內而外，你的
心能夠清靜的話，那外來的干擾是感染不了你
們的，希望你們要效法前賢的腳步，沒有身體
是辦不了大道的，尤其現在的罪業討得很緊，
沒有先保護自己，如何為老師辦事，是不是？
坤道遇事會害怕，沒有像乾道獨當一面的
樣子，常常一件事化不開。乾道遇事常大而化
之；坤道遇到小事情就會鬱悶。心中遇事要堅
強，雖然有時會掉眼淚，但是心要鞏固，有些
事情不要胡思亂想，別人看我們一眼就以為別
人對我們有意思，所以心要健全好，坤道要去
除「陰一點」的氣息，使陰陽能調和。
乾有陽剛之氣，但是容易苛煞別人，乾坤陰
陽要合和而濟。坤道如果有太剛之氣，就少了
一份柔的氣質；乾道若有那柔的氣質，就會顯
得不男不女，這相互的個性如果調和的話，我
們的生活才會多采多姿。
你們要把你們的子子孫孫都教育得好，讓他
們都能夠明理，不要讓他們對社會有所危害，
好不好？這也是一種莫大的功德。
夫若和妻必順，侍親必恭敬，願天下兒媳以
和順之心奉親。
子何以寵？女何以愛？寵愛必驕縱，願天下
之父母，以嚴慈之心教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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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ne in the World (Part 1)
Once upon a time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 general
who was known as a great strategist. When he was not busy
with the army, he liked to keep his mind sharp by playing
Xiang Qi, the Chinese form of chess, with friends and
commanders who served him.
The general was as good with Xiang Qi as he wa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could usually defeat his opponents with ease.
Sometimes, he would play with fewer pieces, just to keep
things interesting.
One day, a command came from the emperor to defend
against an invading army of barbarians, so the general ordered
his army to march toward the border. He had been training
his soldiers for months, and now 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putting that training to good use.
The army passed through an area on its way to the border,
and the general recalled that there was a Xiang Qi player
nearby who was said to be excellent. Curious, he took a side
trip to pay this Xiang Qi player a visit, while the army camped
for the night.
The general located the player, and saw that he was a
scholar living in a modest home. As the general introduced
himself, he noticed a large plaque on one wall with the
inscription,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He pointed to it to
inquire politely.
“That plaque? It’s just something from a chess tournament,
where I luckily won a few more games than I lost.” The
scholar dismissed it with a wave of his hand. “It is nothing.”
This made the general more curious than ever to challenge
him. The fact that he left the plaque hanging on the wall made
it a bold claim, a claim that the general wished to test. His
challenge was quickly accepted by the scholar. They sat down
at the chess board and started the match.
As the game progressed, the general could tell that the
scholar was indeed a strong player, capable of seeing many
moves ahead. Nonetheless, the general found a weakness and
exploited it relentlessly. It was still a fairly close game, but in
the end, the general prevailed.
As the general was leaving, he pointed to the plaque and
said jokingly: “Perhaps that plaque should come down?” The
scholar smiled, bid him farewell, and said nothing more.
When the general returned to camp, his commanders
eagerly asked: “How did it go, sir?”
“The man is an arrogant fool,” the general told them. “He

by Derek Lin

thought of himself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but I believe I have
given him something new to think about.”
He went on describe the game and the plaque for them.
When he was done, they all congratulated him: “Sir, he should
save himself some time and just hand that plaque over to you!”
Days later, the army arrived at the border and engaged
the enemy. The barbarians had a much larger force than the
general expected, so he had to push his strategic skills to the
limit in commanding his soldiers. Eventually, he was able to
force a full retreat, defeating the enemy for the glory of the
emperor.
The general set up a division of troops to guard the border,
and took the rest of the army on a return march for home. As
they made their way back, they passed the same area as before,
close to the scholar’s residence. They camped for the night,
just as before.
Now that he had no pressing duties, the general thought
it would be an great idea to visit the scholar for another
match, so he could relax a bit after all the tension and stress of
combat. He rode away from the camp and found the scholar
as before. Together, they sat down at the chess board for their
rematch.
This time, things went very differently. The scholar’s
style was still the same, but his play was flawless, without any
discernible weaknesses to exploit. The general attempted one
strategy after another. Each attempt was easily crushed by the
scholar. Soon, the general found himself totally decimated.
He sat back in complete disbelief: “How is this possible?
Why did you not play like this last time?”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general,” the scholar said. “The
last time you came by, the news had already reached us that
you were marching against the invaders at the border. With
so much at stake, I did not wish to win because it might have
blunted your edge and distracted you from your mission. Now
that the border is safe once again, I would of course honor our
game by playing with my best effort.”
The general seemed rather depressed when he got back to
camp. As before, his commanders asked: “How did it go, sir?”
“I have discovered that I am the arrogant fool,” he told
them. “I thought of myself as the best. Now, I see that I have
quite a few new things to think about.”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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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道
德
經 : 辜添脩
日
日
皆
修
行
:
宋
麗
娜
08/04/2013 李良玉 高子評
論
語 : 吳鑌娟
吳韓衛 立 功 顯 德 : 溫 詠 鳳
08/11/2013 譚覃光
一貫道義 : 陳正夫
08/18/2013 陳秀珍 吳韓衛 弘揚一貫真義: 陳 秀 真
成
道
前
人
暨
成
道
點
傳
師
紀
念
08/25/2013

點傳師賜導
郭詩永
陳正夫
辜添脩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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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內

容

負 責 人
吳振龍、游士慶
Allen Chen、 Eric Chen

中文讀經、禮節、道歌、道化人生

內

容

中庸、成語故事、中文報紙、中文寫作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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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8/04 ~ 08/10
陳正夫

08/11 ~ 08/17
辜添脩

08/18 ~ 08/24
郭詩永

08/25 ~ 08/31
徐翠妤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天緣佛堂

08/18/2013
08/25/2013
08/171/2013
08/04/2013
溫潔芳、宋麗娜 高子評、呂柏欣 吳鑌娟、陳秀珍 陳心詒、陳品蓉
盧清明、易榮熙 溫佳源、陳柏瑋 吳韓衛、張書興 陳柏瑋、陳宣霖
08/07/2013( 七月初一 ) 五戒修持(二) 講師：辜添脩 點傳師

班長／道寄韻律：鄧美燕

08/21/2013( 七月十五） 開 創 聖 業

班長／道寄韻律：梁美蘭

講師：陳秀真 講 師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08/04/2013

08/11/2013

負責點傳師

郭詩永

天廚組長

林貞伶
陳秀珍

日期

徐翠妤

08/18/2013
辜添脩

08/25/2013

武詩竹
史振英

吳韓衛
張書興

林貞伶
陳秀珍

郭詩永

日 期
負 責 人
楊阿晟
08/04/2013
08/11/2013
鄭末子
08/18/2013 楊阿晟
08/25/2013 鄭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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