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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賜導

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大會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創會理事長張老前人，當年被道場
各領導前人推舉領導總會會務，並得全體理監事支持合作，
連任兩屆共視事八年，帶領總會從黑暗走到光明，一貫道為
社會所肯定，皆以可觀的速度在進行，因此，在任中一直討
論在幾個道務辦得不錯的國家之中，設立一貫道世界總會。
後來，經各組線領導前人的共識，認為基礎組美國洛杉磯全
真道院道務不但融入主流社會，而且宗教的國民外交頗為成
功，有目共睹，對道的弘揚於世界充滿希望與信心。所以
一九九六年初決定在洛杉磯成立「一貫道世界總會」，會址
設於美國洛杉磯全真道院，由張培成老前人任理事長，陳正
夫點傳師任秘書長，並向州政府提出註冊，向聯邦政府申請
非營利事業免稅執照登記之法人手續。
經過數個月籌備之一貫道世界總會，如期於一九九六年
十月六日在加州東洛杉磯市立學院大禮堂(East Los Angeles
College)舉行成立大會，由理事長張培成老前人親臨主持。副
理事長陳鴻珍前人、高斌凱老前人、施慶星前人及常務理事
王壽老前人、楊佛兒前人及各道場領導前人等道中前輩，均
親率來自全球二十五個國家的道親代表二千餘人，參加此一
歷史性的隆重會議。這是由中國發源的共同信仰弘道團體，
在遠隔重洋的美國空前盛會。
美國國會眾議員馬丁尼茲(Matthew G. Martinez)、加州
參議員索麗絲(Hilda L. Solis)、加州眾議員格力歌士(Martin
Gallegos)、洛杉磯市議長法瑞洛(John Ferraro)、艾爾蒙地市
長華勒克(Patricia Wallach)、拉朋提市長恰維茲(Edward L.
Chavez)、柔似密恩派里歐(Jay Imperial)市長、天普市長威爾
生(Cathe Wilson)，均親自光臨致賀並頒獎勵狀。中華民國
駐美代表胡自強、台北駐洛杉磯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歐陽瑞
雄、洛杉磯、舊金山等地僑領均到場致賀。另外，美國副總
統高爾(Al Gore)、國會眾議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
加州州長威爾遜(Pete Wilson)、聯邦參議員巴克薩(Barbara
Boxer)、聯邦參議員范絲登(Dianne Feinstein)，均致賀詞；
加州參議員羅素(Newton R. Russell)、加州眾議員瑪婷妮絲
(Diane Martinez)亦贈獎狀，以表彰一貫道對本地文化、社區
和諧的貢獻。
國會眾議員馬尼茲致詞說：一貫道對社區的參與合作與
捐助貢獻非常顯著令人讚賞，為表彰與感激你們的無私的、
不懈的奉獻，而提昇美好的社區，所以特頒國會獎勵狀。
加州參議員索麗絲致詞說：她對全真道院多年來與各方
面建立的關係及服務，相信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後，本著過
去的奉獻與承諾，朝著促進環球的和諧而邁進，以實現一貫
道挽社稷為清平，冀世界為大同的宗旨。
國會眾議院議長金瑞契賀詞：我非常高興地恭賀一貫
道世界總會的成立大會，一貫道對於個別的與社會的捐贈支
援，就整個而言，是不可計量的。一貫道的修持，從改惡向
善洗心滌慮達成淨化心靈，是道親們值得引以為榮的。今天
的盛會數以千計的道親從那麼多國家在此聚集，請接受我的
致候祝福大會成功，持續努力宏道聖業。

陳正夫

加州州長威爾遜賀詞：我很高興的表達我誠摯的致意及
歡迎各位聚集在東洛杉磯學院，舉辦一貫道世界總會成立大
會。加州已成為全球的一個領導者，因為我們啟發了各人種
的能力，並已獲得效益，這是由於各種文化的燦爛所造成。
華裔美國人社區在服務和成就方面博得了傑出的評譽，這次
的大會將提供一個極好的機會，讓道親們以中華文化的傳統
與習俗來慶祝，如一貫道，對我們國家的支持，我致敬於您
們促進提昇市政的參與和善行在華裔美國人社區，並逐漸灌
輸淨化人心於下一代。一貫道是最可靠的例子，什麼是人民
能做的，當他們展現出憐憫與關懷照料時。希望這次的集
會，不但是提供一貫道未來幾年要遵循改變的理想或方向指
標，而且要信賴重視一直以來到目前的巨大成功。敬祝大會
圓滿愉快，是創設性的大會，更不斷的成長。
張理事長培成致詞說：感謝全球道親代表、各國友邦
人士，前來參加此一盛會。張理事長並闡釋一貫的精神與宗
旨，乃在提倡人人有善良的本性，自然無餘地流露出來，讓
全體人類能分享清靜安祥的生活。一貫道拒絕惡劣的環境，
向罪惡說不。今天，利用一貫道世界總會大會的成立，呼籲
全世界人類，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把我們自己和世界人
類送進快樂無憂的生活空間。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胡志強，於百忙中從華盛頓趕來洛城
參加。他在致詞時說：一貫道世總會成立，是邁向大同世界
的生力軍，旨在鼓勵大家愛家庭、愛社會、愛國家之餘，更
不忘推動國際關係，以善心協助國家社會繁榮進步。
副理事長陳鴻珍前人說明一貫道成立的始末，以及近
五十年來這一堪稱是台灣第三大宗教如何步入社會，推動教
育和文化工作，「目前一貫的道親遍佈四十餘個國家及地
區，受到大眾的支持認同。」另兩位副理事長高斌凱、施慶
星前人亦針對未來世界總會和各地分會的工作聯繫、推動，
做了進一步的概述。
隨後展開精彩表演節目，有國樂演奏、男聲獨唱《山
河戀》、女聲獨唱《一貫道宗旨》、林飛教授編曲指揮演出
《萬眾歡騰》百人大合唱、陳世莉教授所指導由洛市最具才
藝之道親精心蘊習之高雅節目《道傳九州》舞蹈，以及洛杉
磯青年道親聯合演出的《邁向世界大同》，最後由秘書長陳
正夫點傳師致謝詞，並由服務組致贈紀念品後，於中午十二
時許，圓滿閉幕。
世總會除出版特刊外，並為各地貴賓、道親、友人準備
了豐盛的素便當及飲料。是日洛杉磯全真道院人潮如湧，播
放著悅耳的道歌，大家異域相逢，格外親切，院裡院外，洋
溢著溫馨，場面熱烈感人。
洛杉磯中外媒體、報紙、電視台均以顯著的地位報導了
此一盛會，在華人社會裡掀起了高潮；同時，此一盛況也上
了國際視訊網路，傳送到世界各地，讓關心一貫道的人士暨
道親分饗此一榮耀。
一貫道世界總會網址：http://www.with.org
註: 本文摘自陳正夫點傳師著作《承先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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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詠鳳
恭請郭點傳師慈悲闡釋「白陽三聖」。顧名思義：
白陽期之三位聖人。「三聖」乃第十七代祖師路中一，
第十八代祖師師尊張天然、師母孫素真；也就是早晚獻
香禮叩拜的金公祖師、天然古佛和中華聖母。
路祖中一生於1849年，於1925年歸空，原是彌勒
佛化身。老祖師歸空後，至壇批訓云：「三月百日見
面。」民國十五年(西元1926年) 三月初三日，路祖借
山西省楊春齡的竅，在山東濟寧府顯化一百天；百日內
不吃食物，口吐《金公妙典》、《彌勒救苦真經》，開
啟了白陽普渡的綱領。經者：徑也！修行路徑，昭示於
經典：「救苦」是了脫生、死輪迴；「輪」是轉動、去
而復來，一般人的歸宿；此六萬年之生死輪迴，「苦」
不堪言，這「苦」之根源乃是對世間的貪慾不捨。
「道」是真理，求「道」俾予天堂掛號、地府抽丁，在
世真正奉行聖賢之道，一世修一世成，渡越生、死苦
海，上昇兜率天，非常殊勝！
彌勒慈氏，祂不食肉，所奉行大乘佛法、教化眾
生。早於2500年前釋尊佛祖曾說：將來世界的一尊佛，
名喚阿逸多，是凡夫相，不修禪定，不斷煩惱，據歷
史紀載，祂曾屢度在我國呈現不同之法相：傅大士的
「道」冠「儒」鞋「佛」袈裟，三家原來是一家，三教
同源，意境高深──布袋和尚的大肚皮、笑嘻嘻，一枝
禪杖，擔上布囊，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
量奈我何？寬卻肚皮須忍辱，豁開心地恁從它！」又
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
不識。」徐還無第十三代祖師教化群賢，費盡赤膽忠
心，祖恩浩大，願替眾生頂劫、消災；老祖師肩荷日
月，是「明人」，明人出來才能明「道」，大道本來
就是「道、劫」並降。且回顧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神
州大地戰爭頻仍太平天國的盜竊、亂賊；鄰強並列、
虎視耽耽，爆發了鴉片戰爭；日本佔領東北之姦淫、
擄、掠……際此眾生多難、世亂、日急的日子裡，苦海
之波濤汹湧，上天老 深恐善良子女們毀於大劫中，故
把自古不傳天機密寶真天道降於塵世，勅命「路祖」大
開普渡，攝受有緣；好讓善良眾生靈性、生命共獲安
全、同得真「道」；期待渡過「劫」關，正是「紅陽了
道歸家去、轉到三陽彌勒尊」。白陽初祖既承三期末劫
的天機、運命而辦收圓普渡三曹之大事，儒、釋、道
「萬法歸真」，千古空前絕後之聖業，憑此咱們纔能脫
難、了愿。有道君子必明：見「末後一著」亦世界大同
的建立，「路祖」立誓言：「……昔未言，明人在此
訴一番……」又辦道之再囑「二目耀迴光、一點真太
陽……」飄飄在天堂，迴光返照，真意觀玄關；鎖心
猿、伏意馬，自無雜念，如如不動。緊握金線，帶領修

道人回天之一條正確的路，以傳孔孟聖道；觸令人人修
道「正己成人」──自明其德，再化新民即渡人求道成
全之意。路祖闡道數十年，其門下師兄弟眾多，然而道
統天命，非至「德」、至「聖」之人，不授、不傳。為
考眾徒之根基與智慧，大擺葷食筵席，佯稱修道已告一
段落，可以破戒大魚、大肉，享受口福了，藉機一考眾
徒；當下，唯獨年輕的師尊、師母推三、辭四的護守愿
戒，其他徒兒則經不起考驗，鑄成大錯。一失足成千古
恨、墮下重修。這是天數！以三皈、五戒折服前賢，成
就了師尊、師母承運道統。俟至路祖歸空，其妹路姑奶
奶，原南海古佛分靈轉世，暫代祖師位，掌道盤歷時五
載。
1930年十八代祖師拜接天命。師尊是宋朝李修緣下
凡濟公活佛，張「天」然祖師。師母孫素「真」祖師，
後期辦龍華會的中華聖母。於辦道禮上所呈奏的龍天表
之「欽加」「頂恩」，傳承著二老大人慧命的聖教。
《彌勒救苦真經》文中──「天」「真」收圓掛聖號，
是何期應驗。謹容列舉一、二作引證：「落在中原三星
地」──話說道務由濟南傳到天津，投宿三星旅店，先
後渡了店主、武館教練孫錫堃二人。及後，苦於道務難
於推展，為證天道尊貴，迫於無奈，師尊攜同三才趨前
成全。小天才不僅是能言善道，尚俐落地挑選練武場上
兵器，赫見稚齡小童，舞動著關公大刀、威風澟澟，武
術精湛的揮灑自如；在場武士霎時之間目瞪口呆，甘拜
下風，遂之心悅誠服──求道了！武「德」首重「仁
義」，順理成章，百名新道親作開路先鋒，而當日之道
德武術社也蛻變為道德壇，「道」皆是由此衍生出去。
終於抗戰勝利，「道」傳遍中國，一時成為道場佳話！
「大證四川王桃心」──師尊取道四川峨嵋山麓，而王
家塘乃師尊遺蹟終站，享年五十九歲。
自從師尊殯天之後，師母重責大任，一肩挑；尤
其樸實、儉約的德性感召，致令道場從艱難走向平順，
更甚者是先知大覺，囑咐各組前人輩開荒台灣，師母目
光之遠大，先說後應，「道」傳寶島，遍佈全球！道歌
《一萬叩首》充份紀錄師母的難中救人、劫中救人；慈
悲襟懷德範，自囚餘生二十載──頂劫受難，為著心繫
眾生安危，一份智慧堅忍精神，感人肺腑。
同樣地，師尊慈訓在《屏山書信》道歌中叮嚀修
道弟子的使命是神聖而長遠的，今日「道」降庶民，其
真意也是為救「劫」的。再者「三聖」之《彌勒救苦真
經》、《天然師尊叮嚀心語》、《師母錦囊》，道親們
仔細誦讀，以認清方向真修、苦練來磨煉火候；有所遵
循，及早省悟、修持，以脫輪迴、早登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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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三 綱

一貫道的宗旨乃在恢復本性之自然，三綱五常是人
道的起步。有句說：「人道成，天道成。」如果人人能
遵守三綱行五常，將這基本的內修功夫做好，相信能達
到修身、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的境界。反之，如果
我們不懂綱常，沒有倫理，生活必定雜亂無章，沒有規
律，那就失去天降原人於世間的意義。
三綱包括了什麼？那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以及夫為妻綱。什麼叫做君為臣綱，君臣上下相之道。
這上下相對之道，我們可以將它的意義延伸、還包括了
在社會上，老闆員工之間上下相對，如果在道場上又成
為前人、點傳師與一般道親的相處之道。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處在上位者其最重要的是止住在
仁字，仁就是慈悲。做為領導者，首先要慈悲，有寬仁
的心，慈是與一切眾生樂，悲是拔一切眾生苦。能給與
眾生快樂，這才是慈；能讓眾生拔除苦，這才是悲。例
如，以前我們的楊老點傳在生前，她時常準備很多素
菜、素料或水果去拜訪道親，道親誰家在那裡，她都記
得一清二楚，了解道親的處境後，一直隨後的關心、幫
助和成全道親，這種仁慈的心，都讓許多道親為之感
動，也都回道院幫忙做天廚和做無畏施。在平常的工作
崗位上，做老闆要常常替員工著想，對員工愈好，多多
給予獎賞，員工的向心力自然就愈強，當員工的最重
要的就是職守崗位，尊敬上司，忠於老闆，不計較工
作量，相信有一天老闆也能感受到你的努力和忠心，
幫你加薪或升職。當一位領導者必備的條件，除了愛
心、關心、耐心來領導後學，首先必須要以身作則，改
掉自己的壞習慣，並注重充實內德的修養，處尊位而恐
不聞其過，所以要非常的謙卑。那麼做學應具備有四個
條件：第一，尊師重道：要與點傳師配合，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第二，知恩感恩：點傳師對我們無微不至的關
心，要牢記在心，知恩圖報。第三，扶圓補缺：為人後
學者，前輩者沒做到的，我們要能扶圓補缺，讓道場圓
滿，因為前人，點傳師也不全都是聖人，當後學的也不
能要求化一定所有事要做圓滿，或都沒有錯，更重要的
是要記得我們自己要去做好它，也就是點傳師無法做的
事，我們要替點傳師做，而不是去批評他，這叫做扶圓
補缺。第四，要發揚前輩的苦心與偉大：今日大家有緣
來道院，共同修道，接近道，在坐的各位道親無非是聽
到前人，看到前人點傳師的德行和偉大的地方，在我們
心中有所感動，進一步的就是要帶動其他的後學們並效
法前人、點傳師的德行。
何為父為子綱？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意
思就是為人子要做到孝道，為人父要做到慈祥，包括為
人母親或女兒。後學看到了一個令人非常感動的故事，
說出來與各位分享。故事主角是台灣卡內基總經理黑立
言，黑立言有一個獨子叫黑筠瀚，英文名字叫Luke。
黑立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反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杜梅瑞

什麼問題？他問：「如果上帝要給你一個完美禮物，但
七年半以後收回，你要不要？」為何他要問這個問題？
上帝給的禮物又是誰？或是什麼東西呢？原來這個黑立
言在他事業走上高峰期時，他聽到了一個噩耗，他說：
「我的孩子不可能得到這種病。」黑立言乍聞他六歲的
兒子得了血癌，忍不住痛苦失聲。故事要從2000年的耶
誕夜說起，Luke的頸部腫起，看過好幾個醫師，確定他
兒子所得到的病叫：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異常白血
球數飆高到四十九萬（正常為四十到一萬一千）進入了
台大醫院加護病房緊急注射類固醇，做了化療，每隔幾
天就把足以灼傷人的劇毒藥物輸入全身，造成嘔吐和倦
怠，長長的針從脊髓打入之後變成了眼痛、頭痛，最後
雙眼失明，經過八個月後，醫生告訴黑立言，你的孩子
若繼續治療，可能會癱瘓、失智，也就是說，Luke就不
會是原來的他了。那一刻，他淚水決堤的說：「謝了，
我們不治療了。」他的兒子在他七歲半的時候，離開人
世，殤子的黑立言對著採訪他的記者說：「人生確實很
辛苦，經過苦難，才能看到別人的需要。」著實要經歷
一些苦難，才能夠體驗，才能有更深的智慧去了解。黑
立言深深的反省，改變自己，想到了他爸爸，需要他的
關心，他開始為他的父親設想，看到他爸爸的需要，他
開始辦法改善他們以前不太親近的關係，就常常的陪他
爸爸去公園散步，或陪他吃飯聊天，他的父親黑幼龍感
到非常的欣慰，後來也把卡內基的公司，放手讓他兒子
主導，讓他兒子去發展公司的一切，黑立言也不負所
託，讓卡內基在這兩年內有了飛躍的成長。從這個故
事，讓我們深思感動，我們為人處世一定要回過頭來反
省自己，回來想想父母親需要的是什麼？而不是去要求
父母親我們需要什麼。
父子的相處之道，身為父母的，要創造自由環境，
讓小孩自由發揮的空間，讓他們發揮潛能，再來就是為
人父母不要去執著，或比較，要儘量去發揮小孩的優
點，補其缺點，並珍惜彼此相處的時光。例如陪小孩一
起吃飯，讀書，一起運動或一起做家事，增加彼此溝通
的機會和感情，設身處地方著想，有同理心，將對方當
成是你的朋友來溝通，常常自我反省，放下偏見，並責
任負起。
夫為妻綱，意思就是說夫唱婦隨，夫妻之間要「相
敬如賓」，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但方式不同，現在一般
夫妻有的是「相敬如冰」，天天冰戰，不講話；當然有
些是「相敬如兵」的熱戰，天天吵，天天鬧，所以一
字之差就差太遠了。雖說不是冤家不聚頭，但夫妻永遠
有情，要做到孔老夫子所說的忠恕之道；以這個目標努
力，自然夫妻生活和諧，也更能長久。盡己之心叫忠，
推己及人叫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叫恕。
有一句話說：「夫妻同心，其力斷金。」就像我
們人的左右手一樣，左右手都是共同承擔，互相體貼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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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今天我們的左手酸了，古手就會自動去幫忙左手，
讓左手多休息。相反的，如果我們的右手受傷了，左手
就會自動去幫助右手擦藥，叫右手多休息，夫妻之間，
很自然的從了解到關懷，從關懷到行動。另外，要懂得
認命，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現在世風日下，唯有不離道，靠「道」這守的觀念
來維持家庭和諧，夫妻恩愛，如能同心同德，那就更好
了。從戀受到結婚，生兒育女，生活重擔落下來，青春
漸離漸遠，夫妻雙方的缺點毛病，越來越顯露出來，真
正的考驗開始了，所以彼此一定要互信互愛互讓，並互
相尊重。再來就是要記住：凡事忍耐又忍耐，包容再包

容，不猜疑，少挑剔，不鑽牛角尖，彼此關懷體貼。夫
妻的一個很重要的相處之道是0.5+0.5=1就是你去掉自
己的一半，對方也去掉自己的一半，如此才能合而為一
體；也就是你退讓一半，他也退讓一半，則可相處，否
則如果只是一意孤行，1+1=2，則無法合而為一體。另外
不要忘了彼此的溝通，傾聽對方的心聲，不要一直固執
己見，多多反省自己，為對方著想。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在此喚醒有情人不但要終成眷屬後，
更要愛人如己，一切視如己出，互相安慰協助。最後，
要知道我們每個人來的使命，樂天知命。

撥雲見日──無明與智慧
《摘自 老師的話 慈父般的叮嚀》
有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在這滾滾紅塵
裡，只因為無明，產生了千千萬萬的牽掛，一圈一圈、
一層一層的把「心」牢牢給栓住了，緊緊的幾乎窒息，
濃濃的淡化不開，生活的目的完全陷入一片對過去、現
在和未來的茫然和錯覺裡，無暇探討生命真正的意義何
在，於是，有了貪瞋痴愛，有了因果輪迴，有了生生死
死永無止息的沈浮。
明師一指已然超生，但是接著就要破累世的宿習，
各煩惱障，否則還是不能了死，還是在輪迴當中流轉。
在求道當下每一個人均已明體，只因知障而無法悟
空，故要時時觀照，由心、由潛意識下手，轉而步入空
境，而且能夠無住，不在善惡福罪當中偏浮。
修道不外人事。彼此，當思想無法溝通，無明產生
時，此乃累世識能的輪迴，燃燒起來滋味很難受。
各人的愛愁與執著產生無明，是生死輪轉不止的主
因，凡事隨心不要攀緣，否則產生執著，則心智無法啟
發不能成大器，須知「愛河千尺浪，苦海萬重波」，人
一生執著就無法自在。
所謂習慣乃個人累世的宿習，而「我的」，「我做
的」，「我本來就有的」等等都是執著，都是無明。
要破無明說難很難，說簡單也非常簡單，只要一個
念頭轉過來就好了，只是要跨越一個念頭卻非常困難。
如何跨越呢？首先相互間思想要充份的溝通，每件事情
每個人的出發點都是善意，但要配合整體來觀察，亦即
所謂通盤的考慮，例如：家人反對素食只因為怕導致營
養不良，這時，要以感激的心情，和顏悅色的態度加以
說明，充份溝通之後事情自然圓滿。
此外，時時站在別人的立場反觀，去除我見，想想
看，甚至連肉體都並非我有了，還有什麼是我的呢？因
此要隨時為他人設想一下，例如點傳師站在講師壇主的
立場來看，而講師壇主也要時時為點傳師著想，如果點
傳師有不完美的地方，也要想到點傳師沒有功勞也有苦
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這一點希望徒兒都能做到。

一有思考，就不是道，那叫做人心，叫做聰明。
動了人心，這個智慧，也就不一樣了。智慧跟聰明可是
不一樣啊！你們得要搞清楚喔！智慧發於天心，不偏不
倚。用了人心、用了聰明，就會自誤。
什麼是聰明？聰明的心，容易有對待，有了對待
心，就可能害了你自己。做這一件事情，想一下，有沒
有利益？做那一件事情，想一下，會不會害死我？所以
說啊，用了聰明來做事，你就有可能誤了你自己。比如
說呢！你今天來這裡聽道理，一進門你就想，會不會是
邪教啊？所以說，這個聰明已輸於智慧了。你們希望聰
明呢？還是希望智慧？
大智慧得要若愚，聰明的人，時時刻刻表現自己，
一直希望往上爬，好表現自己。智慧的人呢，他怕爬得
太高，跌得太重。有一句話說：聰明反被聰明誤。樹大
招風啊！你爬得高，風一來，是不是先把你給掃下來
啦？所以說，我們的志節得要高、心氣卻得要低啊！
巳至末年了，但望徒兒一明理二明理三明理。第一
明理需知「真」。第二明理需知「善」──以仁心待人
而非人心。第三明理需知「美」──讓人生充滿美。
老師希望你們要有智慧去辨別是非，是理則進，非
理則退。老師希望你們還必須有定持之心，定住了你這
個方向，把持住你這個目標，一生一世再也不移，這樣
子才足以與聖賢同儕。
你更要以你的智慧去善自權謀，去活潑運用，雖然
佛有佛法，但是不失玲瓏，只要你們不踰越規矩，你怎
麼樣做部是佛法。
現代人聰明反被聰明誤，聰明並不是真智慧。修道
最重要的是要提出真智慧。
假聰明者會偏激愛表現。真聰明的人是大智若愚。
有智撥得乾坤轉，無智反被道理埋。
熄滅煩惱降伏諸魔，才可脫出五陰三界。
有我就有苦，而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脫煩惱苦海，
需靠本身的力量，別人是無法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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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脫呢，要從身口意修持著手，一切念頭思想
行為皆由五蘊所引起，從修持中來去除不良的習性，靜
熄動心。忍辱包容有度量，逆來順受增長智慧，時時為
別人設想，自然活得超脫快活。
現在所體悟而說出來的話，經過時空的差距，半
年後可能已經改變，但此刻的心聲還是必須講出來，才

能化於氣，才會消化。每一個人所講的均在數理當中，
有著對待，故凡事要迴光反照，如此，在闖關遇到魔考
時，才能明辨。
際此普渡之期，大家都是上求佛道，下渡眾生的一
群，因此必須精進，然後應機而說，法本無高下或深淺
之分別，只要適合對味即可。

小故事大啟示

活出自我的如來
明朝嘉靖年間，京城中有位裁縫名氣很響。
他親手裁製的衣服，長短肥瘦，無不合體。
有一次，御史大夫請他去裁製一件進宮廷穿的朝
服。
裁縫手腳俐落地量好了他的身腰尺寸，又問：
「請教御史老爺，您當官當了多少年了？」
御史聽了很奇怪，反問他：「你量體裁衣就夠
了，還要問這些幹什麼？」
裁縫回答說：「年輕相公初任高職，意高氣盛，走
路的時候挺胸凸肚，裁衣就要後短前長；做官有了一半
年資，意氣微平，衣服應當後一般長短；當官年久而將
遷退，則內心悒鬱不振，走時低頭彎腰，做的衣服就應
該前短後長。
所以我如果不問明做官的年資，怎麼能裁出稱心
合體的衣服來呢？」
──《寄園寄所寄》
《法華經‧方便品》曾對芸芸眾生在生命中成敗
起伏的追逐，有潔淨清滌的箴言：「薄德少福人，眾
苦所逼迫；
入邪見稠林，苦有苦無等。」
不能看淡世事，逐名爭利是一種薄德少福的人。
成敗的輪轉翻騰，苦惱始終環繞著他，甚至逼迫
著他喘不過氣來。
出污泥而染了一身穢，不能跳脫，只會愈陷愈
深。慾海是個無盡的生命陷阱，一生二，二生三，三
即無限，不能回頭，名利金權隨時崩塌得身敗名裂。
「任其自然，萬事安樂。」
《菜根譚》勸化世人，以返真回璞為生命可以隨
手即得的安順至樂。
「幽人清事，總在自適。
酒以不勸為歡，棋以不爭為勝。
笛以無腔為適，琴以無弦為高。」

《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心領意會的誠性淨心是最高淨界的「心到神
知」，自然隨性，不必勉強造作，也正是所謂：「此
時無聲勝有聲」。生命中何須那麼多吵雜聲！
「會以不期約為率真，客以不迎送為坦夷；
若一牽文泥亦，便落塵世苦海矣。」
會無好會，要防小人心機；若真有緣，自有他日
不預期的相見。迎逢作揖，尤其要提防人心叵測；與
人交往，貴在自然無求，酒肉之交，終是難免江湖險
惡。
「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
心中無欲無求，自然能如一潭止水，無波無瀾，
一片平靜。
青山高聳，靜水垠濶，人品自此，不高也清矣。
人生自此，不樂也祥也。

活佛師尊慈示：
人生在世，假若欠缺愛，日子將了無生氣。
但如果只是局限於染塵的小愛，則容易損人毀
己，造成傷害。
所以要發揮無色彩的清淨大愛。
只有付出，不求回報，讓我們愛的人沒有壓力，
歡喜自在。
但用此心，路是人走出來的。
一個人的心，要常常去走去用它，
好比山間小路，常常走，就會變成一條大路。
人心，是危險性的猛獸，制伏。
無明，是爆炸性的火藥，去除。
判斷，是選擇性的辨別，明理。
突破，是創造性的先鋒，上進。
修道人因孽障與魔力之考驗，而藉此得以超越，
得以增進。
六祖云：「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
了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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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ing Plants
Question
Derek,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tudy the
Tao are vegetarians and some are not. When I
ask those who are about their dietary practice,
they tell me they prefer to avoid killing. I respect
that, but I also think they contradict themselves,
because eating plants is killing, too. You are
taking life every time you eat something,
whether it is meats or plants,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If you say the difference is suffering,
well there are experiments that demonstrate
plants also feel pain. Doesn't this prove that
life is just life, and in the Tao there really is no
distinction whatsoever?
Answer
This idea,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has
become a popular meme. It is likely to come up
whenever people discuss vegetarianism, whether
online or in person.
The authentic Tao is not so much about
mystical vagueness as it is about practical,
everyday reality, so the first point to consider
is whether the idea can survive the real-world
test. Compare using a machete to hack away at
vines versus puppies. Is it really the same? Can
you really convince yourself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nother angle is to ask if little kids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Children have not yet learned
the many methods of rationalization that
sophisticated adults employ on a regular basis.
If they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illing
plants and killing animals while we cannot, then
chances are pretty good that we may be using
philosophical sophistry to fool ourselves.
Yet another angle is to test the implications
of an assertion. If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eating plants and animals, then what about the

by Derek Lin

difference between eating animals and humans?
We are animals too, so whatever makes us
different from cattle would be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ef and broccoli.
If everything really is the same, then can you
honestly support eating meat but not give
cannibalism the same enthusiastic support? Why
apply different standards if life is just life and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whatsoever?
Also, take a look at the consumption
of fruits. Plants use fruits to recruit animal
assistance in the hopes of spreading their seeds
further and more widely. Can one really claim
that the eating fruits hurts fruit trees? Where
is the killing there, exactly? What about the
consumption of leaves?
Lastly, let us address the assertion that plants
feel pain. What the experiments actually show
is that plants have reactions to external stimuli
that are imperceptible to our senses but can be
measured by our instruments. Thus, we cannot
say that the plants are completely oblivious to
being cut down just because we don't hear any
screaming.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cannot
say that the reactions of plants are the same as
the physical pain of animals. It is a stretch to
equate the two, and the more one understands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the lack thereof
in plants, the more of a stretch it becom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ao paradigm is
learning from the patterns we observe. Therefore,
we should be wary of accepting assertions
blindly, no matter how commonplace such
assertions may be. Instead, we should engage
the mind in making our own observations,
extracting wisdom from the lessons we learn,
and remaining truthful to ourselves in the Tao.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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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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中庸、成語故事、中文報紙、中文寫作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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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 ~ 02/08
陳正夫

期

輪值點傳師

02/09 ~ 02/15
郭詩永

02/16 ~ 02/22
徐翠妤

02/23 ~ 03/01
辜添脩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02/16/2014
02/09/2014
02/02/2014
溫潔芳、溫詠鳳 高子評、盧頌嫻 吳鑌娟、張蓓智
陳柏瑋、陳宣霖 陳彥宏、張書興 林達雄、易榮熙

01/31/2014 ( 正月初一 )

新

春

團

天緣佛堂 02/14/2014 ( 正月十五） 菩 薩 愿 行

講師：林心正 講 師

負責點傳師
天廚組長

02/02/2014
徐翠妤
武詩竹
史振英

02/09/2014
辜添脩

02/16/2014
郭詩永

吳韓衛
張書興

林貞伶
陳秀珍

林貞伶、陳秀珍
羅日成、黃湧竣

班長／道寄韻律：蘇秉財
班長／道寄韻律：史振英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期

拜

02/23/2014

02/23/2014
徐翠妤
武詩竹
史振英

日 期
負 責 人
02/02/2014 楊阿晟
02/09/2014 鄭末子
02/16/2014 蔡秋鶴
02/23/2014 楊阿晟

美 國
洛杉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esorted STD
U.S. Postage

全真道院

PAID

The Great Tao Foundation of America

El Monte, CA
Permit Number 437

11645 Lower Azusa Road., El Monte, CA91732 U.S.A.
Tel: 626.279.1097．Fax:626.279.109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德不孤
必有鄰
～孔 子～

10 Fwy
Garvey Ave.
60 Fwy

全真

605 Fwy

話：626.279.1097 ．傳 真：626.279.1098
址：www.with.org (一貫道世界總會）
www.GreatTao.org （全真中文）
www.TrueTao.org （全真英文班）
www.TaoUSA.org （美國一貫道總會）

Lower Azusa Rd.

Peck Rd.

電
網

N

210 Fwy

Rosemead Blvd.

西元二O一四年二月一日
發行人：陳正夫
編輯組：吳鑌娟．林信价
發行所：美國洛杉磯全真道院
地 址：11645 Lower Azusa Road., El Monte, CA9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