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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合一
各教由於心法的失傳，至今皆已淪為末法。在
此三期末劫，物質科技倡明，人心不古，道風日下之
時，雖然各宗教中，不少有志之士為挽救頹風，高唱
「道德重整」，但是由於失去根源，不能啟發人們喪
失已久的良心，所以成為形式上的教化，只能勸人為
善而已，不能挽救頹廢的道德良心，化劫煞，拯救人
們脫離苦海。而且雖然各教徒大力提倡宣教，因不能
認識各教之本來根源皆同，所以互相排斥，互相毀
謗，更甚者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地步。殊不知各教是合
一的，也唯有各教合一才能共創大同偉業。
三教皆同源於道，各教聖人因時、因地、因人、
因事而設教，教化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其理皆相同。
天時轉到紅陽期，道運逐漸轉移到師儒。燃燈古佛西
渡釋迦牟尼佛，太上老君承受周朝的道統，孔夫子問
禮於老子得受至道，而演化成道化三教。有詩云：
「青葉紅花白蓮藕，三教原來是一家，三大聖人發性
理，得了竅妙回老家。」這首詩的大意是說，儒、
道、釋三教就如同蓮花的青葉、紅花和白蓮藕，本是
同根同源的。三教原來是一家，老子、孔夫子和佛
陀，他們三大聖人都是為了闡揚真理，而降生於人
間，他們為天下生民指出一條回天之路，我們若能得
到這個竅妙，就可以安然的回到故鄉。
儒曰：「執中貫一」。一者無極之真也，其退
藏則成一點（‧），其放之則成圈（○）。「一」者
道也，「圈」者包羅萬象，一理生天地，一理生萬
物，是宇宙間的真理，不變的法則，也是我人的本性
良心。「執」者堅守執行，即擇善而固執。所謂「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乃大丈夫
之情操也。「中」者守中也，此「中」由無極之圈
（○），而一理貫穿（│），通天徹地，不偏謂之
中，乃是天下之正道，萬物之定理，萬事之法則，其
中包羅萬象。放之，是萬物萬事生生不息之理，在於
人是我人之主宰良心。「貫」者連貫、貫通、貫穿。
「執中貫一」乃是執守中道，貫通一理。我們得一
善，了解自身中道，就要終日堅守執行，唯恐失之，
唯恐不明。如此行道之心堅守不移，久而久之，自性
漸復光明，一發心、一動念皆與道合，一舉手、一投
足皆能左右逢源。由我身中之真一與天地萬物之妙一
貫通，則萬物皆備於我，如此者我不小於天，天不大
於我，此乃聖人之大德也。
人之出生由無入有，無極一點由正陽之竅而入，
此一點貫於眼則明，貫於耳則聰，貫於手腳則能動，
貫於全身則有生機，故牽一髮能動全身，無一處沒有
知覺，此為正常之人，則能生也。長大以後性王在

位，百體臣服，能使這一點真陽，貫通於眼而用之，
則非禮勿視，識神不外放，善才龍女朝觀音，時時迴
光返照，善養浩然正氣，而寧靜致遠矣！如此者，視
而能明。貫通於耳而用之，則非禮勿聽，吵雜之音隔
絕，是非之心不生。天音縈繞於耳，法性源出，更進
一步能尋聲救苦，如此者，聽而能聰。貫通於口而用
之，則非禮勿言，不綺語不兩舌，能納氣養神，不言
是非，常言聖事，更進一步能代天宣化，解疑破惑，
以啟發人之本性良心，如此者，言而能忠。貫通於全
身而用之，則非禮勿動，動而合理，該動則動，該止
則止，色而能溫，貌而能恭，事而能敬，如此者，成
德之君子也。所以能貫通此「一」，則視、聽、言、
動皆合於中道，行之可以為天下則，言之可以為天下
法，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此乃孔老夫子所
言：「吾道一以貫之」之妙旨也。
道曰：「抱元守一」。元者：元素、原態、樸
素。即是上天所賦之純樸本性，亦是宇宙生生不息之
原動力。抱元就是了解本性是宇宙生生不息之原素，
而能抱守不失，以能合天。守一就是二六時中抱守此
一，不離自性，行、住、坐、臥皆如是。人之所以有
三心四相，都是性王不在朝，人心專制，故六根不得
其所，六神無主。若能二六時中抱守本性，不離自性
覺，如此三毒消滅，一切貪慾不生，使心澄淨，使神
清明，使心神本性貫於身體的每一部份，使性與身常
常抱一不分，如此者，身心常與道體相合，則天、
地、人一氣相貫也。
佛曰：「萬法歸一」。萬法者，道之本體而達
於大用，乃一理散於萬殊也。道之本體，雖然空空然
無一物可尋，但是在道體真空中卻存在著取之不盡的
妙有。故萬法者，萬事萬物生生化化之法則，亦是本
性之大用，萬法俱備，所以凡事能無所不通，無所不
曉，也就是說，當我們遇到任何事情時，就能產生適
當之方法，以適應之，解決之，此謂之：「法輪自
轉」或「法輪常轉」。歸一者，歸依宇宙間唯一不變
真常道理。「萬法歸一」合起來說就是，一理散於萬
殊，萬殊必要再歸一理。因為萬法既然是無極之真常
一理所化，由無極而生太極、兩儀、三才、四相……
以致於萬物，終必要再歸根覆命，返本還源。
三教聖人皆是為世人指出一條回鄉之路，他們皆
能覺心源復性初。古時候明師心法的傳授皆為暗傳，
乃天機不可洩露。道化三教，是上天有意巧妙的安
排。老子、孔子以及佛陀皆是得道而契印心法，明心
見性，故曰：「三教同源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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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詠鳳

素位而行
素位，守住做人之責任、本分、崗位。
我們有生以來，隨著時序轉易，幾度秋冬、幾
度春夏；在這人生舞台上從童、少至壯、老，青絲變
白髮歷程中不斷地更改自己之角色和立場，今年為人
子、他年為人父……就如此這般的調服身心，各盡爾
職，各就其位。同時環境亦隨之起伏不定，富貴隨時
換主人；好命、歹命視乎各人其造化──「因果」自
種、自取。大家要感恩上天，慶幸為人又聞道；因
此，無論外境是如何變遷，「自性」不動搖，內心堅
持「道」以接受考驗：今世不容做出超越修道人本分
之行為，免致締結新的因果。謹慎和自制是智慧之源
泉，我們要讓自己比別人長得更快、更直，根務必扎
得更深。寄語不求「道」者，知否坐失良機是致命的
錯誤，祈盼各位趕快覺悟，把握當下「斷輪迴」，唯
有「修道」是永恆。竭盡今生好好地了愿，而了愿之
大前提：必須素位。
儒家主張素位，佛家講求隨緣，道家順應自然，
概括皆眾生渡越苦海的救命浮囊！只原人生道路飄渺茫
遠，只要事事求「全」，那少少念頭抓起，即會引來無
數雜念蜂擁而出，難以招架；我們若能謹守本分，萬事
隨遇而安，超然物外；無論置身何處，都可以怡然自
得。能安分，時時自在；不知足，處處苦海。
「理」性是指南針，「欲」望是暴風雨，風過
海靜，「欲」止人寧。要自立、自重，自重是約束萬
「惡」之本。舉世人生何所依？不求自己更求誰？何
必深固名利，飄泊苦海下「惡」道。學習時時看見自
己良心，觀察種種行為，反省「人」道是否踐、履圓
滿？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人人都有其
「行」、「止」極限，不管做任何事情謹守分際，
適可而止，不可過分。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
新；絕不倉促、魯莽追隨我們之感情、愛好而急躁輕
狂，傚飛蛾撲火。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聞風嚮
應……日常生活中，不刻意外求，不受名利所誘惑，
專心一致實踐「真理」，篤志做一個有「德」之人。
「富而能施」為「德」，當自己力所能及、有資源時
候，竭盡心力去「濟弱扶傾」。如所周知，不少肯定
一貫道善長仁翁，視富貴如秋風過耳，豁達大度，
心胸廣闊的人，仿傚前人輩們負重致遠，毅然決然
助「道」而行。開荒下種，何必深固名利，弘揚大
道，修身化世，履行應盡之義務以回饋社會。「貧之
德」是「無求」，誠則地位卑微，依舊不變節操，
縱然窮途末路，從不為艱難日子嗟嘆，能自困苦中脫
穎而出，此點大家可以從古人顏回「守貧樂道」得到
啟發。一位永遠抱著希望而無所畏懼，期望僅僅是其
全力以赴，誠篤好「道」之心而已。且讓責任感支配
我們的思想，別老想著可以幹什麼，而要想應該幹什
麼？人生倏忽一夢中，是否活得有價值，應該用一條

較為崇高之標準來衡量，這是行動而非歲月，「進」
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修其所未能，
「進」而有為，「退」亦有為也！
探求自我修養是要務，時刻認真檢束自身行為準
則，以期達到君子立身行「道」之目標與理想，人是
需要理想，符合自然的理想，而非超自然理想。
儒家強調人間社會秩序的安定把世間人物關
係歸結為倫理關係，道場、家庭各有倫理道德──
重「道」義，貴「和」諧，孔子就提倡了「名」正
「言」順；名分要擺正，說起話來順當、合理，否則
名不正、言不順，在行事職責上，必受質疑，批斥甚
至羞辱。
「名」──名相也就是概念。孔子非常之堅持
它，因為這名相與概念，才會讓人們知道，並且具有
禮、義、廉、恥，給予大家有了社會遵循的一個準
則，所以才明白甚麼應該做，而甚麼不應該做。
「言」──言語發自心聲。「名」如果是概念，
概念要理解清楚，自然話語說得清楚，篤定成事。明
確的言語，取決於明確的思想，而思想上的純真無
邪，原是一種高貴品質啊！同時，孔子提出了「概
念」、「思想」、「行動」三步驟，這其中具有制衡
作用：一個人的行為、動向，受制於思想，思想又受
制於對概念所理解；於是乎概念清晰了，思維、言語
就正常了，其行為必符合禮、義、廉、恥了！人人
「素位而行」，絕嗜「欲」，斷「貪」、「痴」，
永遠不做非「理」事，不講非「理」話，不涉足非
「理」地……永不奢求原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包括
人、事、物。大家明「禮、義」，知「廉、恥」，才
免致沾污自己之名聲。
人要如何去做，才算是真真正正的人？由衷欽佩
先哲垂訓：行為順「理」則從容、自在，追隨「欲」
念則岌岌可危！我們瞭解這些為人之道理，彼此擁有
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存心光明正大，言論光明正
大，行事光明正大；斯之謂「君子」。如此人人「修
道」，家家「守道」，普天之下「行大道」，祝愿世
界可望走上大同美景！
留意您的思想，因為您的思想，會成為您的念頭；
留意您的念頭，因為您的念頭，會成為您的言語；
留意您的言語，因為您的言語，會成為您的行為；
留意您的行為，因為您的行為，會成為您的習慣；
留意您的習慣，因為您的習慣，會成為您的性格；
留意您的性格，因為您的性格，會成為您的命運。
每人之命運，都是由您的性格決定的，基於此：
自重、自知、自制，只有這三者，方纔能夠把生活引
向最尊貴之聖域。謹此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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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言行一致

一、言要正語，行當正業，正語之前，先要
有正見與正思。
自古以來所有聖賢對於言行舉止都非常注
意，所講的話是否合理？是否會傷人？是否虛偽
不真實？都要考慮得很週到，甚至還要顧慮是否
能做到，所做的事必定照所說的去做，這樣可以
減少很多的錯誤，這是修道人應該學習的。《莊
子‧達生篇》裡面說一個人如果能通達本性上的
實情，就不會去做本性中所沒有的事情。本性中
有的是什麼？沒有的又是什麼？儒家的三綱五
常，五倫八德，一切善都在自性中，發揮本性中
的美德是修道人當行之務；一切貪瞋痴愛是本性
中所沒有的，要去除掉，因為貪念妄想，才會造
成種種的苦惱，要是不貪就不會生出煩惱。
對於言行來說，都因不明白理性才會出問
題。看人吵架時，常會聽到勸架的人一句話「大
家理性一點」，要是能時常想到理性，一切事情
都圓滿。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這是上天所賦予
的，我們要將它維護好，並且擴散出去，使別人
提昇。如此道就可以因為我們的道心啟動，透過
我們的言語造作，擴展到每個角落。像這樣要能
夠說合理正確的話，首先本人必須要有正確的觀
念（正見），正確的思想（正思惟）。例如說：
一般人認為「心好就好，何必求道修道？」人沒
有求道，就不知道「道」的所在，又如何歸根
呢？「道」是根本，不求根本，就不知如何修
道？從何處下手？不修道，註定要流浪生死，長
沉苦海。想離苦得樂，要知道苦因（無明、執
著），苦集滅道，超生了死。
何謂正見：對於事物或事相察知得很正確，
進而求解脫生死，得到究竟快樂。比如：惑、
業、苦，苦集滅道。
何謂正思惟：思考不偏激，符合中道思想。
用理智來決定我們所追求的正確目標。比如，愛
護一切眾生，捨己為人，不用暴力，是決定正確
目標的標準。
透過正見，正思惟，講出來的話，必定是正
語。正語就是：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
語。說話要小心謹慎，適當，要三思而後行，禍
從口出，言多必失，都是教我們說話要小心，不
該說的不要說。
二、言行一致，建德若偷；行道而忘道，立德
而忘德；行於德，忘於德；那才是道德的尊貴處。

陳秀真

《道德經‧守中章第五》道德老子告訴我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人的毛病，大都是說
得多，做得少，雖然也做了一些修真的事，但是
往往言過其實，像這樣說得多，做得少，其收穫
也就不能成比例。因此我們應該學習做到言行合
一，才能有收獲，我們的道心是靠我們的行為表
現出來，成為我們的德行。人間除了道德以外，
沒有比道德還尊貴的，老子說：「建德若偷」，
不自有其德，才能符德之尊。做善行，要偷偷摸
摸的去做，不宣講出來，這是陰德，得的福報最
大；做善行，一有形跡，一宣揚，那是錯誤的；
一有執著即夾雜，有形跡，有執著，說我很有
德，老子說這個人已經離德了。老子要我們行道
而忘道，立德而忘德，行於德，忘於德，那才是
道德的尊貴處。
三、行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開始修道時首先要建立正見與正思，這是妙
慧。其次是要清淨其行為，這就是正語，正業與
正命。正語，正業，正命猶如我們的兩隻腳，這
雙腳是要能向前進的，而且是無病，能走的腳。
正見與正思猶如我們的眼目，眼目能明見道路，
而且見得正確。不論要到甚麼地方，一定要認清
目的地，認識道路，又能夠一步一步地向前進。
有了這兩方面的相互助成，才能達到目的地。一
般的行路都如此，何況向出離生死解脫道呢？這
當然要足、目相成，才能達於彼岸涅槃。世間的
善道也是如此，一定要先有正確的見解，清淨的
行為不可。否則不管你說修、證，都是說食不
飽，決無實現的可能。譬如在火宅中瞎子（有
足）與跛子（眼目）不肯合作，或只是瞎子或跛
子一個人，那怎麼能脫離火宅的災患呢？
有了正確的見地，清淨的行為，自然身安心
安，而可以進入修證，這就是所謂正精進，誓願
1 沒有生起的惡法，要使他不生。 2 已生的惡法
要斷除。 3 沒有生的善法，要使他生起。 4 已生
的善法，要使它增長廣大起來。做一切離惡行善
的努力，世間的善事都要精進修習才能成功，何
況是出離生死大事？
過去有一次佛陀在外面遊行休息時，聽到阿
難在說精進法時，就立刻起坐，這表示佛陀對精
進的無限崇敬。有了正知見，與清靜戒，可以修
定，修定之前要先修念，念是專心繫念，為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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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亂的主要修法，這裡的念是以出離生死的正念
為導向。為什麼有的人看到不喜歡的環境的時
候，就會起無名火，那是在那時他已動了嗔的念
了，火燒功德林，修道要修在起心動念處，起心
動念立即落入對待，所以起心即是妄，覺察到心
跳加速，血管開始膨脹時，就要趕緊止息這個邪
念，心誦《無字真經》，轉向於涅槃的正念，不
斷修習正念，就能得正定。目標很明確，很堅定
的立愿，我是一定要回理天的愿。最後依正念而
證悟緣起，性空的無漏慧，斷煩惱，證真理，解
脫生死。以上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
正念，正定，正精進是八正道，是聖者所修行
的，也是聖者所證得的。
四、菩提心，菩提愿，菩提行是成佛種。
修道人應發菩提愿，愿將所有的一切善根，
如諸佛菩薩那樣的，為無上大菩提而發心。發了
菩提心以後一定行菩薩行，所有的菩薩行都是於
對方有利，於自己的道業有益，菩薩總是以清淨
心，恭敬心，歡喜心來佈施，而且親手佈施，決
不使人有難堪的感覺。菩薩一聽聞到有人要求需
要幫忙，總是非常歡喜的就答應了；由於來人的
乞求，才使自己的功德增長，而且自己的財物，
身體，知識技能如不能好好的使用，一旦損失
了，死亡了豈不可惜。有人來乞求，使自己的無
常物，能投入波羅蜜多大海，成為成佛的資糧無
窮無盡，這是世間第一等好事，所以菩薩聞施心
喜，真能體會到「為善最樂」的境界。
五、修道要任勞任怨，在順境、逆境中勤修
六度。
菩薩有六度，佈施是對外的行為，而持戒
是對內的修持，除了戒殺生害命之外，更須戒到
心無雜念，並持之以恆。再談忍辱，忍字是心上
一把刀，有心則痛，無心則不痛。修道要任勞任
怨，任勞容易，任怨難，受到羞辱要忍，修道人
須經過一番努力才能達到成功的階段，如歲寒見
松柏，疾風知勁草，國亂顯忠臣，家貧出孝子，
都是在困境中，逆境中所造成的，修道若能不斷
精進，禪定，智慧，則六度達到，才算菩薩證。
六、修道宗旨： 1 要無念 2 要無相 3 要無住
修道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舉手
投足之間。從出生到結束，一切萬法，不離自
性。我們的自性是很光明，很平坦，沒有造作，
勉強，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們修道的宗旨： 1 要
無念。我們日常生活，會有無數的起心動念，對
於每一個念頭，於念而無念，不執著任何念頭，
於諸法上念念不住，於諸境上心不染，如果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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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世無心，那是很高的境界。 2 要無相。能夠於
相而離相的話，一點貪心都不會有，所以外離一
切相，則自性清淨，修道要達到無念無相，但自
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繞我心。 3 要無住。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以息妄心，那麼在本
覺自性方面，自然便能生清淨心了。因為妄心不
死，覺心不生，私欲不退，天理是不能流行的。
所以修道要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六塵
相，不生妄念心，而生清淨心。道不是講出來
的，它是悟後起修，實地去表露出來的。修道人
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性、心、身一貫。
七、展望──老前人期盼
我們身為彌勒弟子，白陽修士，上天賦予
我們的使命就是渡化眾生。雖然由於各人宿世因
緣的不同，形成各人生命旅途中種種現狀，多少
不平事，多少愁怨事。但乘願而來的彌勒弟子，
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了願，有了了願的意
志，就不會受環境善惡而影響自己發心的修行，
因為只想了願，沒有功利，更無權慾，所以不
會任意的棄人而走，不會隨便責人而棄，必定是
容忍別人的無知，圓滿整個白陽道場。希望每一
位彌勒弟子都具備了「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
引導更多的眾生，認清這一個時代的因緣，選擇
自己該走的路，不要人云亦云，而能正確地走到
至善之境。我們大家一起心連心，手牽手，圓滿
這個共有的道場；守住這個莊嚴的道場；善守本
真，輝煌這個淵遠流長的彌勒道場。我們展望，
師尊師母傳承下來的慧命，在大家同心協力下，
垂諸千古而不滅，放諸四海而皆準，永遠是指點
世人迷津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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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故事大道理

憂鬱與焦慮的生活戰場
《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唐高宗時代，盧承慶位居尚書，有一年負責考
評內外官吏。
有一天，有個負責監運米糧的督運，因為遭
遇到強風吹襲，損失了一些米糧；盧尚書便對督
運說：「你監運米糧有所損失，給你中下等的考
評。」
督運聽罷，面色從容，也沒有答辯，便退到
旁邊。
盧尚書看這個人頗有容人的雅量，便更改評定
說：「我看你損失米糧，也是因為強風天災，並非
你監督不週，改判你中中等，怎樣？」
這個督運一聽更改評判，往上升一級，但是面
容卻也沒有高興的樣子，他沒有做慚愧的表達，只
是平心地看著。盧尚書於是又開口說：「你這個人
態度平正，籠絡和羞辱都影響不了你，給你中上等
的考評吧！」
──王

讜《唐語林》

「順境不足喜，逆境不足憂。」
《菜根譚》勸人心志中和淡薄，以平心來看待
順逆。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節勵行而
不覺；
處順境內，眼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
知。」
當你處身逆境的時候，不要認為苦惱，打擊刺
激都只是一種考驗和激勵，人類其實都被自身的悲
劇宿命所包圍，能突破自我的苦惱和限囿，天地是
無限的寬大。
當你處身順境的時候，也不要被愛慾歡樂的幻
境所迷惑，耀眼的光芒只是瞬間，日起日落的長遠
循環，都只在沈默和平靜中進行。
「在苦難中，生命的怨恨才更清明顯現；能
自我清滌後，接納所有的鄙視、遺棄、踐踏、和欺
凌，懷抱著宗教情操，走過生命的黑洞，向著另一
光明的關口。」
現代人踏在生命道上，面對挫折不知吸納而轉
化，面對成功不知自守而內歛，反而時時有一種難
以克制和言明的「無名的生命恐懼」。
心理醫生和各種心理諮詢機構的興起，便足以
證明二十世紀末期，人類在經濟年代中，普遍受到
各式壓力所產生焦慮不安的懼怕心理，而幾乎每一

個人都免除不了，只是程度的強弱或顯隱而已。
「不安是現代社會的生活本質，現代人沒有不
安的驅策，反而會失去危機意識，失去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的謹慎。擠壓競逐，每日征戰，每日緊繃
著神經意識；有一天，太強了，就衍生畏懼和退縮
的崩潰；太弱了，就招致 煩惱紛擾，自我虛空的
剝離。」
憂鬱與焦慮，是時代流行的病態心理因子，
工作意志的搖擺不定，信心不足的難以突破，野
心和敵意的自我圍籬，成敗毀譽或富貴貧賤的夢
魘陰影。
現代生命背負著太多的重殼，是自己壓誇自己
難以解脫的宿命。
唐朝白居易，有一天去拜訪鳥巢禪師。
他看到禪師住在秦望山一棵大樹上，便說：
「禪師住的地方真是危險呀！」
「太守住的比我更危險！」禪師回答。
「弟子住鎮江街坊，何險之有？」
「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徥無險乎！」禪師
回答。
人間真是個烽火煉獄，不停的慾火燃燒著不安
和危險，心識爭奪像是鍋裡滾燙的油水，人間才是
險地，每個人內心都是不安的戰場。
如何能寬心？攻克恐懼和憂鬱？禪家講「無
畏」，佛家講「放下得失」，人給自己太重的慾望
目標，而壓制住自己沉重的一身了。
活佛師尊慈示
人前裝和氣，背後暗箭傷人，這是口蜜腹劍。
人之謗我，與其能辯，不如能容。
人之侮我，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說話切勿如針，刺入骨髓；戲謔要留分寸，切
莫中人心病。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
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
君子所以寧默勿噪，寧拙勿巧。
低心下氣，恭和謹行，有浩然之氣，有反省
之心。
做人，寧守沉默，切忌多言逞舌。
作事，但求拙樸，切莫投機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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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acksmith’s Teapot ( Part 2 )
The blacksmith lived the simple life before he met
the traveler. He took joy in activities like taking breaks,
drinking water, watching people and feeling the breeze.
They might not seem like much, but they gave him a
profound sense of contentment. Life was good for the
blacksmith.
We all have such activities in our lives. They can be
different for everyone. For one person it may be to curl
up with a good book; for another it may be a leisurely
stroll in the park. Your personal favorites are uniquely
your own.
There is power in the simplicity of such pleasures.
They are natural, and they provide a low-key but lasting
happiness. They are the pure essence of the Tao.
Despite that, they can easily be taken for granted.
We do not think about them much because they are
always available, always within reach. What we tend to
think about instead are things that are out of reach. We
look at our daily grind, like the strenuous and sweaty
work of the blacksmith, and we dream about not having
to do it. Wouldn’t it be great if we had fortune and fame
so we can skip the hardship?
In the story, the fortune is the traveler’s offer of
gold, and fame is the attention the blacksmith received
when news of the offer spread. People considered these
to be good things, and they fell into the blacksmith’s lap
without him having to pursue them.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y were not quite as
wonderful as people imagined. The fortune he had was
not real, but only a promise that never materialized. The
fame he had was due to people’s interest in the teapot,
not in him.
The changes in the blacksmith’s life were far from
positive. He could no longer sit outside, nor could he
drink from the teapot with the casual ease that he did
before. The happiness of the Tao he had previously was
tainted and twisted.
This describes a pattern we frequently see in the
world. People who become celebrities lose the ability to
live the carefree life. The simple pleasures they used to
enjoy disappear. They find themselves surrounded by a
feeding frenzy of paparazzi and fans.
It is similar with people who become wealthy.
The more wealth they accumulate, the more they
must be aware of security. They need to protect what

by Derek Lin

they possess. In some cases, they even ne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their loved ones. Because no protection
is ever perfect, fears, worries, anxieties become part of
their lives.
Chapter 9 of the Tao Te Ching describes it this way:
Gold and jade fill up the room
No one is able to protect them
Wealth and position bring arrogance
And leave disasters upon oneself
Everyone wants gold, jade, wealth and position, and
yet these are the very things that bring about disasters.
The blacksmith discovered the truth of this when he
could no longer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He could not
take it anymore. Life was no longer enjoyable.
The blacksmith’s solution was to smash the teapot.
People found it shocking and almost incomprehensible,
because it was something they could never do. This is
just like the way it is in our world where many people
know that being obsessed with attachments is not good
for them, but that knowledge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action. As long as they refuse to let go,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smash the teapot.
This is why spiritual liberaton can be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challenging. It requires inner strength,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Taking action on it is much
easier said than done.
It may also sound as if the Tao is against the pursuit
of fortune and fame, but it is not. The cautionary note
is specifically about the dangers of attachment. You can
be so attached to be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or having
wealth that you become trapped.
The only way to free yourself is to realize that your
spirituality is far more valuable then either fortune or
fame. This was the blacksmith’s insight: suddenly, he
could see that the carefree life he used to live was worth
much more than a hundred gold pieces.
This is the crucial understanding that will also let
you swing the hammer down with precision and power.
This is how you disintegrate your attachments...and
experience the blessed relief of the Tao!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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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03/06/2011
03/13/2011
03/20/2011
03/27/2011

班 長 道寄韻律
蘇秉才
溫潔芳
余月華
吳韓衛
林貞伶
徐仕林
吳振龍
卓秀鳳

道化人生
修道行道
修道體驗
行功立德
道在自身

講 師
杜梅瑞
卓秀鳳
宋麗娜
陳秀真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道 德 經
大 學
健康講座
彌勒真經

講 師
辜添脩
郭詩永
張耀文
陳淑敏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陳正夫
辜添脩
郭詩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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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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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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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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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 ~ 03/12
陳正夫

期

輪值點傳師

03/13 ~ 03/19

03/20 ~ 03/26
辜添脩

徐翠妤

03/27 ~ 04/02
郭詩永

地方班班程表
03/19/11 全伶佛堂
(6:30pm-9:30pm)

03/19/11 天緣佛堂
(6:30pm-9:30pm)

專題：福慧雙修
講師：林達雄 點傳師：徐翠妤
528 Tri Net Court Walnut, CA 91789
Tel:909.869.5579

專題：福慧雙修
講師：宋麗娜
點傳師：陳正夫
8624 Ramona Blvd. Rosemead, CA 91770
Tel:626.572.3652

全真道院午獻香執禮人員
日

期
坤
乾

天緣佛堂

03/20/2011
03/27/2011
03/13/2011
03/06/2011
蔡秋鶴、杜梅瑞 呂柏欣、卓秀鳳 陳品蓉、陳心詒 溫潔芳、陳秀珍
吳振龍、史振英 陳柏瑋、徐振庭 盧清明、易榮熙 羅煥瑜、陳彥宏
03/05/2011( 二月初一 )

三寶心法

講師：徐翠妤 點傳師 班長／道寄韻律：史振英

03/19/2011( 二月十五）

福慧雙修

講師：宋麗娜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吳玉萍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03/06/2011
負責點傳師 辜添脩
日期

天廚組長

吳韓衛
張書興

03/13/2011
郭詩永

03/20/2011
徐翠妤

03/27/2011
辜添脩

林貞伶
陳秀珍

武詩竹
史振英

吳韓衛
張書興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負 責 人
鄭末子
03/06/2011
03/13/2011
楊阿晟
鄭末子
03/20/2011
03/27/2011 楊阿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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