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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彌勒上生經（十九）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此人命欲終時，彌勒菩薩放眉間白毫大人相

光，與諸天子雨曼陀羅華，來迎此人。

以上真誠懺悔的眾生，若他得道後，照上開

五事去修持，當他行將歸空時，彌勒菩薩眉間的

白毫就會放射出光芒，和兜率陀天諸天子以福德

資糧使曼陀羅花從天上降下，像普降甘霖般來迎

接此人。

此人須臾即得往生，值遇彌勒，頭面禮敬，

未舉頭頃，便得聞法。即於無上道，得不退轉。

於未來世，得值恆河沙等諸佛如來。

此人便能在一剎那之間，即得往生兜率陀天，

在彌勒內院，將會遇見彌勒菩薩，當面向菩薩行最

尊敬的頭面作禮，頂禮彌勒菩薩時，在他頭還沒有

抬起的時候，即能聽到彌勒菩薩開示殊深妙法，增

長智慧。並且立即於無上正等正覺之道，獲得精進

而不退轉。此人更能於未來世，得見到像恆河裡的

沙粒那麼多的數不盡的諸佛菩薩。

佛告優婆離：汝今諦聽！是彌勒菩薩於未來

世，當為眾生做大皈依處。若有皈依彌勒菩薩

者，當知人是於無上道得不退轉。

佛陀告訴優婆離尊者說：你現在集中注意力

仔細聽！在我入滅人間以後，這位彌勒菩薩在未

來世，當為三期末法的眾生的大歸依處。因為佛

法正法時期還有未能得度的眾生，都需要彌勒概

括承擔其未完成度化的任務，因此，只要眾生行

善，或求得天道者，行功度化有緣眾生，親近彌

勒者，於無上佛果，就不會退轉信心。

彌勒菩薩成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

陀時，如此行人，見佛光明，即得授記。

彌勒菩薩下生人間成佛時，得佛之具足尊稱：

1.多陀阿伽度：譯為如來

2.阿羅訶：譯為應供，即是應受人天供養。

3.三藐三佛陀：譯為正偏知。

佛有十個德號，以上是其中的三個德號。

這些歸依彌勒淨土的修行者，到時候也同時

隨彌勒下生到人間來，只要見到彌勒佛所發出的

智光，即得授記作佛，不必像單傳獨授時的逐一

授記。

佛告優婆離：佛滅度後，四部弟子，天、

龍、鬼、神，若有欲生兜率陀天者，當作是觀：

繫念思惟，念兜率陀天。

佛陀告訴優婆離尊者說：當佛的形體滅盡，

入於不生死的解脫後，所有的比丘、比丘尼、在

家男女居士等四眾弟子們，以及天龍鬼神等八部

護法，如希望往生兜率陀天的，應當要有以上所

講的觀念，排除其它雜念，時時繫念彌勒兜率陀

天的殊勝，依正莊嚴，有深切的體會與認識。

持佛禁戒，一日至七日，思念十善，行十善

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前者，當作是觀。

要守持佛所訂的各種禁制戒行，只要一日至

七日之間，心中思念十善之法，並實踐十善業

道，也可得蒙彌勒接引往生兜率陀天。如有修持

者，把自己所修的功德，發願回施轉向救度願求

往生兜率天的未修行者，則應當作這樣的觀法。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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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靜經》的第六堂課，請陳淑敏講師繼續闡

述：今日重點在於「真常應物」。「真」是真實，

「常」是不變，乃是元神、道心永遠存在，該是圓滿

又和諧的，它沒有絲毫貪婪、妄念。外面世界，形形

色色，眼見美色、咀品佳餚……起了「貪」饞，貪不

到生「嗔」，想入非非萌「痴」念，此「三毒」崛起

是煩惱根本，偏而不正的假相。老子就是要大家把假

相除掉，只要是「偏」，就不「正」，不「真」了！

凡事不動心，順其自然；形空了、心空了、物空了，

保持此真心永恆不變，這才是真功夫。即是不起貪、

嗔、痴，不執著任何人、事、物。師母慈諭：二六時

中「守玄」，分秒不離「道」。「應」者有感，就有

回應，「物」是天下萬物。常應物乃是內聖功夫，即

「修道」。

反觀何以真心發不出來？罪魁禍首是本身自己！

我相、我執、自私、自利。迄今社會是複雜紛繁，有

的人，總是汲汲功利，迷失自我，喪掉本性，自欺欺

人，害人害己，究其原因，便在於不能「靜」心。

「人」要想得到天地自然大道，就得處晦而觀明，處

靜而觀動，外面「後天」的世界裡五光十色委實繽

紛、燦爛，讓世人趨之若鶩的追求刺激、尋找享受、

胡思亂想……總是「靜」不下心來。久而久之受不了

誘惑，就此「酒、色、財、氣、名、利、情、愛」的

徐徐墮入八魔陣。世俗人被八魔障四周圍繞的一直在

動，而且動錯了方向，動到逐步墜下十八層地獄去。

有形有相，有聲有色是人行邪道。六慾三毒有必要

去除。《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用

「靜」的方法降伏那狂妄的心，且放下我相我執，清

靜自得。藉此誦詩一首：「還從本末覓真情，有為日

動無為靜，得本延年失本傾，急早回頭修至善，趁時

氣在學長生，任君積下千金產，一旦無常空手行。」

基於此，我們需要修道，達「本」還「源」，修道是

一輩子的事，修道不在特訂場所，不在時間分配，而

是落實於日常行、住、坐、臥……總不離開現實生

活。

酒、色、財、氣乃人生四戒。人總難脫此關係，

尤其青年，涉世未深，更易被物慾所惑。首談戒酒

肉，人為什麼不能多吃肉？原因是天地乃大周天，我

們是小周天，五臟六腑，血氣要清，肉吃多了血氣

混濁，嚴重影響健康。再者，吃眾生肉會落入「因

果」，墮「三惡道」。加之，一貫道提倡素食是淨化

良心的最好辦法，再說真正環保是不可能吃肉的，

切莫放縱自己的欲望。濟公老師賜諭面對八魔，我們

第一線功夫就是要「忍」──利刃心上插，尤其要

忍氣。陳講師詳盡分析：常常生氣的人會產生「去甲

腎上腺素」，其毒性對人體之傷害猶如蛇毒。再者，

脾氣的「脾」來自脾臟，是歸「肝」管轄的。肝、脾

之間宜保持平衡、和諧。人的身體正氣強壯了，邪氣

不會入侵。古人云：正氣是人體之某一空間，存在一

個場，此「場」和人的「道德」是相關的。比方怒傷

「肝」，人一生氣，肝氣上逆至胃，胃氣上逆充破血

管造成吐血。中醫曰：肝為「木」，脾胃為「土」，

木尅土；肝有問題則會累及脾胃。人為什麼會發脾

氣？就是過於看重人、事、物，執著於名、利、情。

如果，大家對於名聲、錢財、感情全不動心，而能心

平氣和地解決問題，那麼就不致於傷及肝、脾胃了！

加之脾屬「土」，它長養萬物，任人踐踏，該是寬宏

大量的。須知：人之精神亦會影響健康，只以人的思

維產生行動，尤以人的不良行為，消耗掉人體正氣或

者傳染惡疾等等，影響健康。常言的警示：人於年輕

力壯拼命賺錢；乃至年老力衰，用金錢買健康。歸究

於當今人類對物質的過度追求，勞動，飲食又不節

制，睡眠時間的紊亂，放縱各種慾望……都是造成頑

疾的種種原因。

古代中醫把人體疾病分為外感和內傷：前者透過

飲食外在因素所導致疾病；後者乃是因為人過於用了

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而形成內臟損傷

之患。蓋知：人的心理、思想平衡，身體內在環境才

會平衡；也是釋放壓力的根源，我們才會身心康寧。

大家真的需要學會心理減壓、調適，控制好自己的情

緒。人與人彼此交往中，宜相互放淡各種欲望，調理

好飲食有規律的作息，適當之運動，鍛鍊以加強肌肉

力量，這樣才容易健康。正是：「淡泊中可以求得寧

靜」。寧靜就是「悟」道，心能靜下來，就能保持謙

虛、和藹的態度，親切的語氣，得體的舉止。「人」

的思慮，只有在寧靜的心境中，才可以更為慎密，更

加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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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人、己立之言為信。孔子曰：「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說出口便成「信」！信則全有，不

信則全無。信而得之，不信而失去。信在其心，人

無信事難行，言忠信行為篤敬。「信是道源功德

母」。佛經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可見

「信」的重要性。一切功德善法，有信得以成就！

我們學佛修道者，一定要建立正信，才能在道場上

穩步走。

正信要「明理」。明理才能樹立正信，明理

才能明心，明心才能見性。我們從念經、修心、

修行，啟發我們的智慧，就是要幫助我們從假象中

走出來，回歸真實的心態。如果把「沒有」當成

「有」的，就是妄想，而妄想的產生，無明是根

源，慾望是動力。我們在世俗生活中，會碰到種種

煩惱、不順心、不開心、放不下的事，我們會無法

節制的去追求，去索取身外之物，永遠不會滿足，

從而產生無盡的煩惱與痛苦，而不能自拔，這都是

幻想執著所致，根源還是在人心。所以我們要修智

慧、修不著相、修無明。若我們能把妄心按住，妄

心不起，心就自然清靜，生活自然會安詳和快樂。

信仙佛菩薩：虔誠的信仰，仙佛菩薩會給予

好的播轉。百年之前，越南華僑為了謀生，飄洋過

海，在養家活口之餘，供養廟堂、媽祖廟、觀音菩

薩廟、關聖帝君廟，都虔誠的上香，初一、十五都

是素食日子；還有很多人立願吃早齋，還有每月吃

八天、十天的花齋，也有七月、十月立愿吃一整個

月的素齋。年頭，祈求合家平安；年尾，酬謝仙佛

慈悲還願。廟堂熱鬧設素席來慶祝一年順境。我們

從小跟隨著長輩們信仰佛教，家姊溫詠鳳來美國第

一年，有機緣得引保師渡進一貫道場，認識「道」

的寶貴，費盡心思讓內外親友能夠求得「大道」。

為何要費此心思呢？我們都知道引師不易做，要有

機緣、口才、時間來渡善緣人！能被引師引渡之

人，還需要有善根、祖德、佛緣俱足，才能求得尊

貴「大道」。黃明雲學長去年提供一則實例：安東

組有一位鄭講師，渡他姐姐「求道」，十多年不成

功。有一天姐夫病重了，鄭講師陪同點傳師探訪，

點傳師一句話：「妳求道，妳老伴會好走。」她即

刻答應了！因為有這個心很重要，機緣已成熟！

信誦經的力量：可以消減業障，可安「你」、

「我」之心。提倡誦唸《心經》，會誦唸《彌勒救

苦真經》更佳；不會誦經者可唸「佛號」、「無字

真經」。只要我們用心去唸經就有愿力，就有功

德，功德可以消除自身的孽障，將我們心中所想，

變成「愿力」，我們去努力實現，從而得到菩薩的

加持，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袁前人講故事中提到

「巴西壇主遇險記」：有一年隨駕老前人到巴西巡

壇，關懷道親。當地一位壇主向老前人稟告：「道

太殊勝了，救了我一條命。」這位壇主開店做生

意，他說：「有一次店裡遭逢搶劫，歹徒朝着我連

開三槍。開第一槍時，咦！沒有打中，子彈從左邊

擦過。再開一槍，結果子彈又從右邊擦身而過，歹

徒應該也心生疑惑吧，奇怪！明明是對正中心呀，

為什麼沒打中呢？再開第三槍，子彈又從頭頂上

穿過，連開三槍完全落空！」 歹徒嚇壞了，連聲

説：「啊呀！你簡直不是人啊！」即刻轉身逃走。

這一切經歷都被旁人看到。老前人聽完後立即問：

「當時你是在做什麼事情？」壇主就回答說：「正

在看《道德經》呢！」老前人說：「因為你在看經

書，全身都充滿著陽氣，而子彈是屬陰的，到了你

身邊自然就會轉向了。」所以，聖人教導我們：修

道就是在二六時中培養陽氣，當一個人心念集中，

讀經或背誦經文之時，內心正念，會產生一股正氣

護身，就能逢凶化吉！壇主明白因由之後，心中也

 信 願 行 證  
溫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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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天的慈悲，從此更加精進，度人成全，行功

了愿！

要深信有因果：在因果論中，今世能夠長壽，

是因為前世少造惡業！ 袁前人慈訓：「吃肉的

人，助長殺業。斷大悲咒、諸天遠離、眾生佈（恐

怖）畏（畏懼），所做的功德，悉無成就。」何謂

有德？循循善誘是功，犧牲奉獻是德。 不殺生，

不受惡報，還可消除體臭，環保又能夠積功德。可

以安心睡、歡喜笑、快樂吃、健康做事情，一定會

長壽。我們敬愛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是醫生，亦是提

倡素食；曾發表專題講座：「素食治癒胃病。」

願健康長壽：健康是財富，身體健康是我們

應該追求的目標，因為生命是一切的根本。身體要

健康，首先要注意我們的飲食。持齋是吃素，素食

中我們可以攝取一切成長所需的營養，而且可以防

止許多疾病的發生。身體健康就是生命的保障。人

壽百歲可算是長壽了，佛陀在《六度集經》中為弟

子們說法：「人生無常，恍惚即過，人壽最長者不

過百年，有不過半百者、青少年壽夭者，自不能一

概而論，就算能得百歲，夜晚佔去五十，晝日才

五十，幼年佔去十歲，餘下四十，一日三餐，大暑

大寒，生計操勞扣除三十年，剩下寶貴的十年，若

不把握修行證果，了生死得解脫者，殊是可惜。」

佛陀之說法，警醒大家要及時加緊腳步，為我們百

年之後事做好凖備。大家都知道要累積道糧，要行

功立德，才能超生了死、免墮入六道輪迴啊！

願幸福人間：好話大家說、好事大家做、好運

大家轉；大家說好話、大家做好事、大家轉好運；

每天多做一件好事，會成就大大的好人緣。笑容滿

面、有愛心的人，能夠吃虧的人、往往能從內而外

散發一種個人的光華，會令人越看越順眼，歡喜以

其接觸，人緣必然好、機會自然多。人的一生能抓

住一兩次機會，足夠矣！

行：我們修道要如何行？修道要修心。在家，

孝順父母、伴侶互相尊重、愛惜子女，家庭圓滿，

「修道」就會順利。在道場又該如何行？在「圓滿

道場內涵中」講師說：要誠於中、形於外，同修之

間要互相尊重；謹記在道場不但要對師長恭敬、對

同修亦要恭敬，要顧大體、要整合（同心合力)、

要以德化人、用恭敬的心來領導同修們共同在

「道」路上邁進。做事要一貫化，不要顛三倒四，

要以身作則。有過者勿憚改(莫遲疑，趕快改），

無則加勉，要有仁愛、持有信義、懂得禮義、智慧

齊聚！以班務為首要。「心中常有老　在」。 皇

　十三嘆第六嘆中：「至尊至貴惟天道、涵養谷神

性中天、明靈一點希賢聖、便是長生大覺仙。」 

嘆息修道子、不行德、不立功、無功、無果如何能

證品蓮。修「天道」不可以虛心假意，要行真善，

用真心來將道修，「真天道」要活潑應用，無拘無

束，只要是按理進，即是賢儔。

常常回佛堂，佛堂是「修道」的好場所，當我

們參辭駕會在無形中接受仙佛慈悲普照，可以淨化

心靈，可以淡化煩惱、障礙。在道場可以學習前賢

之優點，分享學道之心得。我們心量要大，自我要

小，要提得起放得下，年年歲歲吉祥如意。能用智

慧來種福田，天天都是好日子。講話之前慢半拍，

說話之前想一想，不是不說，而是要惜言慎語。少

批評、多讚美，是避免造口業的好辦法。多聽、多

看、少説話。隨遇而安、隨緣奉獻。有個弟子問師

父：「為什麼其他做錯事的人都不必改，老是要我

改呢？」師父說：「想要成佛的人就要改 ，不想

成佛的人就可以多多與人計較！一念覺即是佛，一

念迷即是凡夫。」修行就在腳下，一切取決於自己

的修為，智慧福德和不懈怠的努力。現在仙佛為我

們開導學佛、修心、學成佛之道，我們應該為成道

的目標而努力。無名不除，自性難見。若不能打破

凡夫之見，去除心中的貪、瞋、痴，就只能在六道

中輪迴，不能自拔。

後學多年前有緣得來黃國達著的《喜悅自在

的生活》，主題有：「在生活中修行的秘訣，活

在緣起的當下，大自然的觀想，體驗感情的實相，

找回內心的寂靜，以及圓融的人格。」裡面有許多

理念、修持與我們「一貫道」相應。實用的修學方

法：增進在日常生活與心靈的和諧。佛法貴在相

應、不在多言、深奧之處、要細心體會、久而久

之、自然豁然貫通，後學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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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道親在求道多年之後，由於家庭、事

業的因素，未能經常親近佛堂，以致大道之殊勝不

能運用在生活中。少了超脫的智慧和寬廣的胸襟。

在世俗心態之下，急時抱佛腳、求佛、求菩薩、誦

經、持咒來趨吉避凶！這是一般拜佛求平安的心

態，忽略了已經「得道」的意義與殊勝。

證：「道」超乎一切之上，存乎一切之內，是

靈性生命的自身，終極的完美者。修中得悟：「開

悟就是想通了，想明白了！」。悟就是覺悟、就是

覺醒，如夢初醒。悟！一剎那間在認知上的飛躍，

一旦你心中有所悟，方能真正相信佛法，相信因果

報應、六道輪迴。覺悟了並不是「一悟百了」，以

後就不需要修行了，而是可以幫助我們走「正道」

或少走柺彎的路。悟道可以給予我們方向，才不會

令我們「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修行就能事半功

倍，就能得到佛果。

成全系列《天道》書中：每人因為各種因緣，

進入「天道」道場，跪下來，誠心向上天懇求，垂

示真理、大道及人生依歸，從點傳過程中領受「三

寶」。三寶是一種無為法，從人類真理大道的一個

過程、橋樑、法則，而非傳授一種法力迷信，人們

借著對三寶橋樑的了解，自力而修持，修操守行，

開啓自己的寶貴靈性，修得靈性與天地同合一。當

臨終之時，必然面露祥瑞，身體柔軟，這是道場上

常有之見證，亦即是三寶真實寶貴的明證。

「三寶」是什麼？第一寶玄關、第二寶口訣、

第三寶合同，都在點傳一指之時告知求道者。三寶

很重要，每晚睡覺前默唸溫習一遍。請大家提醒父

母、年長者，若是忘記「三寶」，請點傳師慈悲提

點，百年到來時候，才能用之過關。我們要安心於

道。前賢長輩說得好：上等人安心於道，中等人安

心於事，下等人安心於名利物欲。我們是聰明人，

當然要做上等人，對吧！

感恩培福：懷恩報恩恩相繼，飲水思源源不

絕。慈悲心化解怨敵，智慧心驅除煩惱，恭敬心維

持三寶，清淨心弘法利生，感恩心體驗生活，精進

心善用生命，慚愧心增長福德，懺悔心消除業障。

你心我心同佛心、知福惜福多培福。與學長們同

勉！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做事合乎道理就是善，

悖乎道理就是惡；把事做好就是善，把事做壞了就

是惡；存公心就是善，存私心就是惡。

世上有三大惡人：

講道不行道、知過不改過的、是第一等惡人；

吃點虧心裡就難過，佔點便宜心裡就高興，是

第二等惡人；

非份的事，知道不可得而念念不忘；非法的

事，知道不可做卻偷偷地去做，是第三等惡人。

有人誇獎心裡就高興，受人批評心裡就不舒

服，都是屬於不善的人。

所以，要想當好人非常容易，只要你看到別人

所做的事，自己的良心會感到過意不去的，就不要

那樣做就是了。

把自己修好，天下就好了。因為我好了，我走

到哪兒，就好到哪兒。

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我一個人好了，就是好

了一個世界，就如同佛成了，就成了一個西方極樂

世界，耶穌成了，就成了一個天國，是一樣的道

理。

現在的人都想等到世界好了再去當好人；豈不

知，果真到世界好的時候，你再想好也來不及啦！

王鳳儀修行小偏方
(摘自王鳳儀嘉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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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ay after the Fifth Patriarch erased Huineng’s poem 
from the wall, he quietly went to the kitchen by himself. He 
found Huineng there, milling rice with a heavy rock tied around 
his waist. This was necessary because Huineng was too thin and 
needed the extra weight to help him bear down on the rice.

The Fifth Patriarch was impressed. Huineng’s dedication 
reminded him of those who were so devoted to dharmic studies 
that they disregarded and transcended physical limitations. He 
asked Huineng: “Is the rice ready?”

Huineng replied: “The rice has long been ready, and only 
needs to be sifted.”

This was what the Fifth Patriarch wanted to hear. He raised 
his staff, tapped the rice mill three times, and left.

Huineng understood his Master, even if their exchange might 
seem cryptic to someone else. He stayed up late, until the third 
watch of the night, and then he went to the Fifth Patriarch’s room 
— just as he was ordered.

The Fifth Patriarch used his robes as cover, to shield them 
from view. Then, he taught the Diamond Sutra to Huineng. When 
they got to “one should be non-abiding, thus giving rise to one’s 
mind,” Huineng experienced a moment of great awakening.

In sudden realization, he said: “None of the myriad dharmas 
of the world is separate from the nature of the self!” Then, he 
turned to the Fifth Patriarch to exclaim: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true nature is originally clear in itself!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true nature is neither born nor 
extinguished!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true nature is 
completely self-sufficient!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true 
nature is neither moved nor shaken!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true nature is able to produce all dharmas!”

Hearing this, the Fifth Patriarch knew Huineng had attained 
enlightenment. He nodded: “If you do not know your own mind, 
studying the dharma brings no benefit. If you do know the mind 
of the true self, then you will also see its true nature. This is 
how one becomes a person of honor, a heavenly teacher, and a 
Buddha.”

That night, without anyone knowing, the Fifth Patriarch 
passed his position on to Huineng. He said: “You are now the 
Sixth Patriarch. You must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order relieve 
others of suffering. You must ensure the teaching will continue 
flowing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Do not ever let it come to an 
end.”

He pointed to the robe and the bowl: “Bodhidharma used 
these to symbolize our tradition, but they are not the dharma. True 
dharma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It is for each person to 
experience within. This is how it has always been since ancient 
times, from one Buddha to the next. These item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contention, so after I pass them on to you, do not 

pass them on to anyone else. Heed my words, or your life will be 
in danger. In fact, you should go now. There may be people who 
intend to harm you.”

As Huineng hurried to leave, he knew nothing would ever 
be the same again.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ixth Patriarch was now his to bear. His destiny was just 
beginning to unfold.

The Tao
The Fifth Patriarch could see in Huineng’s poem that he had 

a gift for metaphorical language, so he spoke indirectly. When he 
asked about the rice, he was really asking if Huineng was ready. 
Did Huineng have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Buddha Nature, to 
take the next step of his spiritual journey?

Huineng understood perfectly and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He had been ready for quite some time. He 
understood what was required of him. He needed only the 
Master’s confirmation of his readiness.

Non-abidance is a key concept in the Diamond Sutra. To 
abide is to remain fixed or attached to a particular location 
or situation. To be non-abiding is to free oneself from such 
attachments, to realize that external circumstances and internal 
dispositions are ultimately illusory. Only in such freedom can the 
mind of one’s Buddha Nature arise.

This basic truth expanded Huineng’s horizons. Suddenly, he 
was able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 like never before. 
We are not this crude substance that makes up the body. What we 
are is something that has always been and can never cease to be. 
Each of us is an engine of creation with unlimited potential. In 
your own divine essence, anything is possible.

The Fifth Patriarch’s final lesson for Huineng was the 
capstone of all his teachings. The vast majority of humanity 
remained fixated on material things in the material world. Thus, 
Bodhidharma’s robe and bowl were not only the symbol of 
authority in the Zen tradition, but also became objects to be 
lusted after and fought over. By the time of the Fifth Patriarch,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the latter outweighed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the former. This was why the practice of passing them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had to end. This became one of 
the Huineng’s tasks, to be done in the future.

First, he had to save himself. Huineng needed to ensure his 
own survival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mission. This was the unlikely 
and dramatic beginning of the Sixth Patriarch, and it all started 
with Huineng’s escape — away from the temple, ahead of 
pursuers —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By Dere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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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form Sutra   
 The Sacred Transmission



6

負責人( Moderator )
林信价( Derek  Lin )

全真道院經典研究英文班 　　(Tao Study Group 10:30AM~12:30PM)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內　容
　　陳淑敏、杜梅瑞　道德經、中文教學

  負 責 人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08/07/2016  
08/14/2016        
08/21/2016  
08/28/2016  

孫  賢   余月華   中   庸  :張邦彥
郭詩永
陳正夫

溫詠鳳   溫潔芳 

符美燕   陳靜嫻

天 道 義 理:黃東山

止 語 養 氣:溫潔芳
 大   學   :郭詩永

一 貫 道 義 :陳正夫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幼兒班班程表   內　容
吳振龍　百孝經、禮節、學中文

  負 責 人

天緣佛堂
講師：郭詩永 點 傳 師 班長／道寄韻律：史振英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8/07 ~ 08/13
陳正夫 郭詩永 徐翠妤 陳正夫

08/14 ~ 08/20 08/21 ~ 08/27 08/28 ~ 09/03

08/03/2016 (七月初一)   

08/17/2016 ( 七月十五）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陳靜嫻、林勤娟、孫　賢、張秀娟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員:組 長: 余月華

08/07/2016 08/14/2016
陳靜嫻、林勤娟 溫詠鳳、李良玉

乾

坤

陳宣霖、黃家隆 陳柏瑋、黃鑫福

08/21/2016
余月華、武詩竹

羅日成、史振英

08/28/2016
陳心詒、陳品蓉

陳恩弘、郭禮嘉

講師：陳正夫 點 傳 師 班長／道寄韻律：吳玉萍一貫道義

日 期

天廚組長

08/07/2016    08/14/2016      08/21/2016 08/28/2016

吳依筠
符美燕

武詩竹
史振英

林貞伶
陳秀珍

劉盛妹
陳彥宏

日　期   負 責 人

 08/07/2016
 08/14/2016

鄭末子 08/21/2016

鄭末子
楊阿晟

 08/28/2016

日 期

08/20//2016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盧清明 郭詩永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題目／講師 點傳師賜導

六 道德經心得：陳淑敏

天道義理

楊阿晟

  楊   老   點   傳   師   成   道   五   週   年   紀   念   會

一 貫 道 義 :陳正夫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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