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兜率天宮，有五大神：第一大神，名寶幢，身雨

七寶散宮牆內，一一寶珠化成無量樂器，懸虛空中，不鼓

自鳴，有無量音，適眾生意。

兜率天宮是莊嚴的國土，有五位大神在護持，第一

位大神的名字叫做寶幢，他身上有七種寶：金、銀、琉

璃、珍珠、瑪瑙、硨磲、玻璃等。當他走動時，身上的七

寶好像下雨一般地從他身上降下灑落在宮之內。這些無量

寶珠自然化成無量樂器，懸掛在空中，不必彈奏，自然會

發出動聽的旋律。這些數不盡的音樂之聲，很適合眾生發

願往生兜率天宮修行的愛好。

第二大神，名曰華德，身雨眾華，彌覆宮牆，化成

華蓋。一一華蓋，百千幢旛，以為導引。

第二位大神的名叫做華德，身上能降下各種豔麗的

花朵。這些黃、白、青、赤的鮮花覆蓋著宮牆內外，並化

成傘狀的華蓋。每一座華蓋都有百千幢幡（旌旗）作為前

導（圓筒形的旗子叫幢，長方形直掛的旗子稱幡）。

第三大神，名曰香音，身毛孔中，雨出微妙海此岸

栴檀香。其香如雲，作百寶色，繞宮七匝。

第三位大神的名字叫做香音，他全身毛孔都能散發

出檀香味。其香味令人心曠神怡，其狀如雲海一般，折射

作百種的寶色，環繞寶宮多達七周。（七匝表示學佛道者

已能斷除身三口四的七惡業）。

第四大神，名曰喜樂，雨如意珠。一一寶珠，自然

住在幢旛之上，顯說無量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說五

戒，無量善法，諸波羅蜜，饒益勸助菩提意者。

第四位大神的名字叫做喜樂，全身都能降出如天雨

般的如意寶珠，每個寶珠都自然黏住在旌旗的上面，如同

在開示三歸五戒等無量善法，以及各種能助眾生離苦得樂

的修持方法，以利人人皆發無上道心，個個證得無上菩

提。又有豐足利生，勸助已發心修無上道的天人眾生等。

第五大神，名曰正音聲。身諸毛孔流出眾水。一一

水上，有五百億華。一一華上，有二十五玉女。一一玉女

身諸毛孔出一切音聲，勝天魔后所有音樂。

第五位大神的名字叫做正音聲。渾身毛孔中都能流

出八種功德水。每一種功德水中都能生出五百億蓮華。每

一朵蓮華上都站著二十五位天女。每一個玉女身上的毛孔

都能發出各種美妙的音樂聲音，這種音聲勝過諸天魔后所

有音樂，因為魔后音樂是情欲之聲，不能使人心清淨、安

定自在。

佛告優波離：此名兜率陀天，十善報應勝妙福處。

若我住世一小劫中，廣說一生補處菩薩報應及十善果者，

不能窮盡，今為汝等略而解說。

佛陀告訴優波離尊者說：以上所說的兜率陀天是末

劫眾生唯一勝妙的福報所在，是眾生行十善道所得最殊勝

微妙的地方。修天道的大眾，若能去除十惡因，勤持五

戒，發願往生，即得上生兜率陀天內院受天人身。若我能

住在世間一小劫之久的時間，想要廣大演說補處菩薩的鴻

慈報應結果，以及修持十善業的福報善果弟子，上生兜率

陀天的種種果報，也是說不盡的，現在不過為你們說個大

略而已。

佛告優波離：若有比丘及一切大眾，不厭生死，樂

生天者；愛敬無上菩提者；欲為彌勒作弟子者，當作是

觀。

佛陀又告訴尊者優波離說：兜率內院如此清淨、微

妙，到末法時期，假如有比丘出家眾，求過大道的大眾，

或者是其他一切在家大眾，在皈依彌勒後，應修菩薩道，

度化有緣，不怕艱辛，置生死於度外，逆來順受，唯求解

脫眾生苦，而樂意上生兜率陀天內院，得見彌勒菩薩而證

無上道。於皈依彌勒後，一心敬愛求大道之心的眾生而修

六度萬行法，更祈能到彌勒內院聞唯識大法者；希望作彌

勒的弟子，並在五濁惡世眾善奉行，而救度眾生得道了脫

生死者，佛陀囑附彌勒在末法之時，此等誠心皈依的原靈

佛子都應該上生兜率淨土，親近彌勒座下，見佛聞法，證

無上道。這就是末法眾生應有的修道理念。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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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一把自己的鑰匙，可以用來開啟心靈之

門，什麼時候用，要不要用，都由自己來決定。人來到世界

上承載著使命，其存在價值亦在於生命的意義。人生三萬

六千五百天的日子裡宜掌握幸福、圓滿！從小到大，我們幾

乎都在學習中，每一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快樂和煩惱，同一

椿事情也許有其不同的感受。以下後學把它分成九個階段人

生鑰匙供參考，讓我們開啟這一道道的鎖：

一、責任：能擔當、肯負責；看看本身能承擔多重、多

          大的責任。

二、尊重：把他人自尊放在第一位，地位愈高愈不能輕視

           別人，尤以給予弱者尊重，最是難能可貴。

三、寬容：包容是最完美的情誼，學會原諒他人，也願

          意認真地站在對方的角度和立場看問題。

四、自信：充份暸解自己從那裡來，並知道未來方向，無

           論路有多長、多遠，堅守誠信，成功接踵而至。

五、開朗：該放下的，全盤放下。

六、智慧：必須愈來愈能接受現實，而非愈來愈現實。

七、仁慈：效法老祖師，學會接納不喜歡的人、事、

          物，莫與他人正面衝突。

八、幽默：懂得調侃自己。

九、熱情：即使這個世界並不完美，卻依然熱愛生活。

  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

  命好心不好，福祿變禍兆。

  心好命不好，轉禍為福報。

  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貧夭。

  心可挽乎命，最好存仁道。

  命實造於心，吉凶唯人召。

可見「命由自己作，相由心生，福禍無門，唯人自

召」。一般人所謂「命運」，佛法中稱之為「因果」。因

果通三世，前世造「因」，後世得「果」。「因緣果報」

並非消極地聽天由命，而是要靠自己勤奮地去行「功」立

「徳」，方能改變未來「果報」，假如不知努力，此生則只

隨其因緣果報而流轉矣！

「智慧不生煩惱」，人生最究竟的智慧取自何處？我

們修道就是要有「定」 與「慧」之心。「定」即不被境所

轉，「慧」即是對世間的現象有正確認知；了知世間一切皆

因緣果報，事事物物俱在生、滅當中。「心」本無住，念念

不相續，無所掛礙，即得到真正解脫。人生所展現出來的就

是一條光明大道！

後學非常喜歡的一段話：「每個人都在應該把自己當

作品牌來經營，你的每一次亮相，說過的每一句話，做過的

每一件事，上面都有標誌著你自己的logo。幾年之後，你究

竟是香奈兒精品？還是路邊攤？都是自己所造就的。雞蛋從

外打破是食物，從內打破是生命。人生亦是，從外打破是壓

力，從內打破是成長。如果你等待別人打破你，那麼你註

定成為別人的食物。如果能讓自己從內打破，那麼你會發現

的成長，相當於一種重生。人生像一部連續劇，劇本自己

寫，這一輩子要過什麼樣的生活自己演，都不要把責任推給

別人。種什麼因，得什麼果。一切的喜、怒、哀、樂都是自

己造成的。」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來去皆迷

糊，毫無目標、沒有正確方向，空到人間走一圏。路是一步

步走出來，人生也是這樣一頁又一頁的翻閱過來。

人生好運來自身體好、心量好、觀念好、脾氣好、表情

好、言語好、心態好。敬邀同修，有空多回道院參班、研究

義理，積極行功立德，為自己打開人生好運之鑰，讓仙佛的

慈語為我們轉念，它將如同一把金鑰匙，幫我們打開修道成

功之門！

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給」字，藉此把摘自網絡上的佳

句跟同修分享。

1. 給掌聲：每個人都需要來自他人的掌聲。一讚值千金。

2. 給面子：看破別說破，面子上好過，任何時候給對

　　　　　 方一個體面的臺階。

3. 給信任：有多少信任，就有多少成功的機會，被人

           信任是一種幸福。

4. 給方便：給人方便，就是給自己方便。

5. 給禮節：有「禮」走遍天下。

6. 給謙讓：人前勿張狂，待人應低調，放下身段，降

           低自己。

7. 給理解：先理解一般人不理解的事，人人都渴望他

           人的認可。

8. 給尊重：把別人的自尊放在第一位。

9. 給幫助：關鍵時刻，誰都渴望有人拉一把。

10.給誠信：無信不立，狡詐者必無朋友。

11.給實惠：莫開空頭支票，不以利益大小，親疏周邊友人。

12.給虛心：虛心萬事能成，自滿十事九空；虛心求教，

          成就大業。

陳點師賜導：孟子之君子三樂。父母都健在，兄弟也都

平安，這是第一樂事。上不愧於天，下不愧於人，這是第二

件樂事。得到天下優秀人才而教育之，這是第三件樂事。孟

子的三樂，重要是在第三樂，即是為人師之樂。闔家平安，

共敘天倫，列為第一樂，以示孝悌常在心中。一生努力而無

愧於各方為第二樂。只有第三樂，才是孟子著書、授業生活

的照寫：播得桃李遍天下，看弟子們的成材而樂！一貫道於

佛堂、道院設班教化，本著天理良心，發揮良知良能。我們

從不干預政治，宗旨是宣揚中華文化，改善社會風氣是教化

的目標，淨化人心是環境保育的根本之道。

天緣佛堂
陳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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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珍

謙恭：謙虛恭敬

謙恭是一種魅力。它使人親近，使人信賴，使

人崇敬。它給人以虛懷若谷的胸襟，給人以豁達平

和的態度，給人以超越自我的氣魄，給人以海納百

川的能量，從而給人光彩照人的形象和强烈撼人的

魅力。謙恭使初見者欣賞、久識者信任。如果把人

與人之間的友誼比做一隻燕子，謙恭為它搭出了鬆

軟的窩。謙恭是一筆能為人格魅力增值的財富。 

謙恭是一種意識。謙恭者總是具有向往崇高、

追求卓越、超越平庸、銳意進取的潛意識。而一個

謙恭者，面對大千世界的紛紜繁雜，總會意識到自

己的渺小，透析出自身的不足，從而不囿于已有的

成績，能義無反顧地勤奮學習、求知和實踐，不停

頓地向新的目標、未知的地帶進擊。謙恭便成為謙

恭者自己前進的動力、成功的基石。 

謙恭是一種智慧。從特定的角度說，謙恭的人

也一定是聰明的、睿智的、有才能的人。歷史早已

見證，真正偉大的人一般都是謙恭謹慎的，他們從

不濫用自己的優點，他們的過人之處愈多，就愈認

識到自己的不足。驕傲者多半基於無知，一知半解

的人多不謙虛，越是没有本領的人就越自命不凡。

不喜歡思考不願意深入理解，自滿或滿足於微不足

道的自我，這都是智慧貧乏的體現。這種貧乏通常

用一個稱呼，那就是「愚昧」。 

謙恭是一種原則。謙恭並不是無限的，而是有

原則的。謙恭要以適度為前提，以真誠為條件。所

謂適度，就是該謙恭時謙恭，不該謙恭時則無須謙

恭，就是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没有適

度，謙恭不僅達不到預期的目的，有時還會事得其

反。過度的謙恭，無論是出於自卑還是源於自傲，

都是以喪失自尊為代價。所謂真誠，就是不粉飾，

不驕情，對一切皆以求是的態度接人待物。没有真

誠，謙恭就成了沽名釣譽的面具。虛偽的謙恭，僅

能博得庸俗的掌聲，而不能求得真正的進步。

受教：接受教誨

子路拜見孔子，孔子問道：「你有什麼喜

好？」子路回答說：「我喜歡長箭。」孔子說：

「我不是問這方面。以你的天賦，再加上學習，怎

麼會有人趕上呢？」子路說：「南山有一種竹子，

不須加工就很筆直，砍下來用它做箭，能穿透犀牛

皮做的盔甲，這樣說的話，何必經過學習的過程

呢？」孔子說：「如果劈開它，在一端綁上羽毛，

並將它磨得十分鋒利，它射得不就更加深了嗎？」

子路聽後連續恭敬的說：「多謝先生教導。」文中

以加工後的箭與現成的竹竿比較作比喻，深入淺出

的說明了努力學習必有進步的道理，從而突出了學

習在人們成長道路上的重要意義。天賦固然重要，

但後天的學習和努力同樣重要。兩者加在一起，就

是錦上添花，好上加好了。這則短文通過孔子與其

弟子子路的對話，說明了學習的重要性，指出了學

習的功效，也是對學生的指引與勉勵。

感恩：回饋心理

感恩是生活中的大智慧。一個智慧的人，不會

為自己没有的東西斤斤計較，也不會一味索取和使

自己的私欲膨脹。學會感恩，為自己已有的而感

恩，感謝生活給予的一切。這樣才會有一個積極的

人生觀，才會有一種健康的心態。

感恩是對親朋好友的一種回饋心理。是一個人

所需要擁有的品質。對他人給予的恩惠表示感謝。

帶着一顆真誠的心去報答感謝别人。

感恩是一種處世哲學。感恩可以消解内心所有

積怨，感恩可以洗滌世間塵埃。人生在世，不會一

帆風順，種種失敗無奈都需要我們勇敢地面對、豁

達的處理。這時是一味埋怨生活，消沉萎靡不振？

還是對生活滿懷感恩，跌倒了再爬起來？英國作家

薩克雷說：「生活就是一面鏡子，你笑，它也笑；

你哭，它也哭。」你感恩生活，生活將賜予你燦爛

的陽光；你不知感恩，只知一味地怨天尤人，最終

可能一無所有。成功時，感恩的理由固然能找到許

多；失敗時，不感恩的藉口卻只需一個。殊不知，

失敗或不幸時更應該感恩。所以感恩是一種處世哲

學，感恩是一種生活智慧，感恩更是學會做人，成

就陽光人生的支柱點。

感恩是一種回報。母親十月懷胎孕育出我們，

而後母親用乳汁將我們哺育。而更偉大的是母親從

不希望得到什麼。就像太陽每天都會把他的温暖給

謙恭受教 感恩成全
 羅煥瑜

道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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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我們，從不要求回報，但是我們必須要有感恩之

心。

「感恩」之心，就是對世間所有人所有事物給

予自己的幫助表示感激，銘記在心。

「感恩」之心，就是我們每個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陽光雨露，一刻也不能少。只要胸中常常懷着

一顆感恩的心，隨之而來的，就必然會不斷地發出

著諸如：温暖、自信、堅定、善良…等等這些美好

的處世品格。自然而然地生活中便有了一處處動人

的畫面出現。

感恩是一種對恩惠心存感激的表示，是一種不

忘他人恩情的情感。學會感恩，是為了擦亮蒙塵的

心靈而不致麻木，學會感恩，是為了將無以為報的

點滴付出永記於心。譬如感恩於為我們的成長付出

畢生心血的父母雙親。

感恩是一種生活態度，是一種品德，是一片肺

腑之言。如果人與人之間缺乏感恩之心，必然會導

致人際關係的冷淡，所以每個人都應該學會「感

恩」。

感恩是積極向上的思考和謙卑的態度，它是自

發性的行為。當一個人懂得感恩時，便會將感恩化

做一種充满愛意的行動，實踐於生活中。一顆感恩

的心，就是一個和平的種子，因為感恩不是簡單的

報恩，它是一種責任、自立、自尊和追求一種陽光

人生的精神境界！

在佛法中經常說「報四重恩」：一、感念佛陀

攝受我以正法之恩；二、感念父母生養撫育我之

恩；三、感念師長啟我懵懂，導我入真理之恩；

四、感念施主供養滋潤我色身之恩。古人說：滴水

之恩，須當湧泉相報。感恩，是人類的優良傳統，

也是一個正直的人的起碼品德。贈人玫瑰，手留餘

香，一個經常懷著感恩之心的人，心地坦蕩，胸懷

寬闊，會自覺自願給人幫助，助人為樂。

有兩個人在沙漠中行走，他們是很要好的朋

友，在途中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吵了一架，其

中一個人打了另個人一巴掌。那個人很傷心很傷

心，於是他就在沙裡寫：「今天我朋友打了我一巴

掌」。寫完後，他們繼續行走。他們經過一個沼澤

地區，那個人不小心踩到沼澤裡面，另一個人不惜

一切拼了命地去救他，最後那個人得救了，他很高

興，於是拿了一塊石頭，在上面寫著：「今天我朋

友救了我一命」。朋友一頭霧水，奇怪的問：「為

什麼我打了你一巴掌，你把它寫在沙裡；而我救了

你一命，你卻把它刻在石頭上呢？」那個人笑了

笑，回答說：「當别人對我有誤會，或者有什麼對

我不好的事，就應該把它記在最容易遺忘、最容易

消失不見的地方，由風負責把它抹掉，而當朋友有

恩於我，或者對我很好的時候，就應該把它記在最

不容易消失的地方，儘管風吹雨打也忘不了。」因

此，感恩是人生基本的準則，是人生質量的體現，

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礎。常懷感恩之心，我們便能

够生活在一個感恩的世界，這個世界一定是非常美

好的，我們的人生也會變得更加美好。

學會感恩。有一個故事：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家

失竊，被偷去了許多東西，一位朋友聞訊後，忙寫

信安慰他，勸他不必太在意。羅斯福給朋友寫了一

封回信：「親愛的朋友，謝謝你來信安慰我，我現

在很平安。感謝上帝：因為第一、賊偷去的是我的

東西，而没有傷害我的生命；第二、賊只偷去我部

分東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慶幸的是，做

賊的是他，而不是我。」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失竊

絕對是不幸的事，而羅斯福却找出了感恩的三條理

由。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一些不停埋

怨的人，「真不幸，今天的天氣怎麼這樣不好」、

「今天真倒霉，被老闆罵了一頓」、「真慘啊！丢

了錢包，車子又發不動」…等等，這個世界對他們

來說，永遠没有快樂的事情，高興的事被抛在腦

後，不順心的事卻總掛在嘴邊。每時每刻，他們都

有許多不開心的事，把自己搞得很煩躁，把别人搞

得很不安。

抱怨的事日常生活中經常會發生，只是明智的

人一笑置之，因為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事

情是無法改變的，有些事情是無法預測的。能補救

的則需要盡力去挽回，無法改變的只能坦然處之，

最重要的是，學會感恩，時刻懷有一顆感恩的心，

做好應該做的事情。

感恩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性，是一個人不可

磨滅的良知本性，也是現代社會成功人士健康性格

的表現。感恩，是一種對於恩惠心存感激的表示，

是每一位不忘他人恩情的情感。學會感恩，是為了

擦亮蒙塵的心靈而不致麻木；學會感恩，是為了將

無以為報的點滴付出永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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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不僅僅是為了報恩，因為有些恩澤是我們無

法回報的，有些恩情更不是等量回報就能一筆還清

的，唯有用純真的心靈去感動去銘記去永遠記住，才

能真正對的起給你恩惠的人。

成全：圓滿無缺

現在多用來指幫助人為了實現某種願望。應該

說，成全也是一種愛。每個人愛的方式不同，也就會

出現不一樣的結果。有的人喜歡爭取自己的所愛。但

是，也同樣有人會成全他所愛的。喜歡爭取的結果，

不是得到就是失去。但是成全也是一種愛的更好的方

式。黎明前的天空是最黑暗的，就像狂風暴雨之前的

海面最是平靜的。没有夜的黑暗，怎麼突出黎明破曉

的光明？所以說，每個黎明需要有夜的成全，没有夜

就不會有黎明。

感謝天恩師德皇天慈悲；降下寶貴大道，加上點

傳師和前賢大德的成全，讓我們擁有如此無價之寶。

道親們應該謙虛恭敬受教於道中義理，以及點傳師和

前賢大德的教誨。開啟我們的大智慧，用之於為人處

事之中，以感恩的心圓滿我們的美好人生，讓世間充

滿祥和喜樂，為邁向一貫道的宗旨而前進。

　　有心想要把自己修好的人很多，但真正能

做到的人，又是很少，這是為什麼呢？這都是

因為心裡想的，全是別人的不好，又怎麼能得

到好處呢？

　　找別人的好處是「聚靈」，而盡看人的毛

病，就是「收贓」。「聚靈」就像收陽光，

心裡會感到一片溫暖，如此便能養心；而「收

贓」是存陰氣，一旦心裡陰沉，就會傷身。

　　每個人都有優點好處，就算是惡人，也有

他優點好處，如果從正面找不到，就從反面去

找。你看，連土匪都還有個「義」字，如果他

們出賣了朋友，義字一倒，一定會落網。所以

我說，找好處是「暖心丸」，會到處都有人

緣，永無苦惱。

　　「找好處，是真金」。要想找人的優點好

處，就得立志去找，縱然在別人沒有絲毫的好

處裡，也能找出真好處來；在忍無可忍時，還

能忍得住，就是「大義參天」。

　　「認不是，生智慧水」。水能調五味、合

五色，隨方就圓。人的性子如果能練得像水一

樣，就一定可以成道了，所以古人才說「上善

若水」。

　　人和天地是一體的，要把天下的事都看作

是自己份內的事，如果世界不好，咱們哪能說

自己都做得很好、沒有錯呢？

　　你看！錯誤到處都有，不論低頭、抬起

頭、睜眼、閉眼，隨時隨處都會犯到。

　　當你看到妻子的不好時，是因為一直低頭

不正視她、不尊重她所犯下的錯；當你看到老

人有錯時，是因為總是喜歡抬頭傲視一切，瞧

不起老人所犯下的錯。你看到別人的不對，是

因為老是睜大眼睛向外去找別人的錯處。

　　如果心裡總是想著別人的不對，是因為連

閉著眼睛也會胡思亂想，妄想別人的缺點、錯

處之原故。

　　只要對道還有不明白、對事情還有不會做

的地方，這都要歸於自己的不是。人啊，要能

找到本份，才會知道自己的不是處！人就是因

為把天理都丟了、道理迷了、情理虧了，才不

知道認自己的不是呢！要是能夠把自己的不是

處給視透了，自然會神清氣爽、心平氣和。

　　「認不是」生智慧水，

　　「找好處」生響亮金。

　　「認不是」閉上地獄門，

    「找好處」開了天堂路。

    「認不是」勝服清涼散，

    「找好處」勝用暖心丸。

王鳳儀修行小偏方 (摘自王鳳儀嘉言錄)

～ 找好處  認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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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King of Zhao was 
well known as a devotee of sword fighting. Swordsmen flocked 
to him, and about three thousand of them were granted residence 
at the palace. They battled one another every day for the King’s 
pleasure. Hundreds of them were injured or killed in numerous 
matches, but still the King wanted more.

This went on for three years, and the King’s neglect of his 
duties began to take its toll. Zhao began to weaken, and the 
King’s rivals saw an opportunity to plot his downfall.

The Prince of Zhao was worried. He needed to get the King 
away from his favorite pastime, but how?

His advisors told him that Chuang Tzu was the sage who 
could do anything. The Prince sent gold to ask for Chuang Tzu’s 
help, but it was refused. Having no choice, the Prince visited 
Chuang Tzu himself, to make a personal appeal.

Chuang Tzu explained to the Prince that the gold was not 
the issue. If he failed to sway the King, he would be dead and 
the gold would be of no use to him. If he succeeded at such an 
impossible task, then his reward w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gold.

The Prince admitted Chuang Tzu was quite correct. In 
any event, he could not think of a way for Chuang Tzu to even 
approach the King. He said, “The only people His Majesty will 
see — are the swordsmen.”

“That is alright,” Chuang Tzu replied. “I am skilled in using 
swords.”

The Prince remained doubtful. “The swordsmen His Majesty 
sees are rather crude — the type with messy hair sticking out 
from under the hat, wearing ill-fitting clothes, glaring at people, 
and unable to talk much about anything. Master, if you appear 
before His Majesty as a scholarly philosopher, it just won’t 
work.”

“Not a problem,” Chuang Tzu said. “Dress me up as a 
swordsman, and then we will visit His Majesty together.”

At the palace, the Prince presented Chuang Tzu to the King 
as a master of swords. The King was curious and asked: “Sir, 
what is your technique? How do you overcome your enemies?”

Chuang Tzu said: “Your Majesty, with my sword I can slay 
one man every ten steps, and keep going for a thousand miles.”

This definitely caught the King’s attention. He exclaimed: 
“That would make you the most invincible warrior in the world!”

The King could not wait to test Chuang Tzu’s prowess. He 
asked Chuang Tzu to stay at the palace while he organized a 
tournament to select his best swordsmen. After seven days and 
over sixty dead or injured men, half a dozen champions emerged.

The King summoned Chuang Tzu for the final round. The 
stage was set to pit him against seasoned warriors in a battle to 
the death. The King asked Chuang Tzu: “Master, what is the 
length of the sword you prefer?”

Chuang Tzu said: “Any length will do. However, I have three 
swords that I would like Your Majesty to choose — the Emperor’s 

Sword, the Noble’s Sword, and the Commoner’s Sword.”
The King was intrigued. He asked: “What is the Emperor’s 

Sword?”
Chuang Tzu said: “The Emperor’s Sword uses the Yen Shi 

Fortress as its tip, the Tai Mountain as its body, and the Jin and 
Wei Kingdoms as its edge. One holds it with the energies of yin 
and yang; one wields it with the force of the four seasons. When 
you thrust with it, no one can stop it; when you slash with it, no 
one can evade it. High up, it cleaves the clouds of Heaven. Deep 
down, it cuts the foundation of Earth. When this sword is used, 
its sovereign power unites the entire empire. That is why it is the 
Emperor’s Sword.”

The King didn’t know what to make of this. Chuang Tzu’s 
answer was unexpected, but somehow it made sense. Feeling a bit 
lost, he asked: “What about the Noble’s Sword?”

Chuang Tzu said: “The Noble’s Sword uses intelligent and 
courageous people as its tip, honest and honorable people as 
its body, and virtuous and good people as its edge. When you 
use this sword, it also cannot be stopped or evaded. High up, it 
encompasses the harmony of heaven. Deep down, it establishes 
the law of the land. When this sword is used, its thunderous 
power brings everyone into alignment. That is why it is the 
Noble’s Sword.”

The King was beginning to get it. He asked: “And the 
Commoner’s Sword?”

Chuang Tzu said: “The Commoner’s Sword is the fighter 
with messy hair sticking out from under the hat, wearing ill-
fitting clothes, glaring at people, and unable to talk much about 
anything. He battles others before your eyes, swinging high to cut 
off the head, thrusting low to pierce the torso. This Common’s 
Sword is not so different from a fighting cock. One day, his 
life will come to an end, and he will no longer be of use for 
anything.”

Chuang Tzu paused to let that sink in. Then, he concluded: 
“Your Majesty, you now possess the Emperor’s Throne, and yet 
you prefer the Commoner’s Sword. I personally feel that, for a 
great ruler, it is simply unworthy.”

Suddenly, the prospect of watching yet another duel seemed 
completely pointless to the King. He dismissed the swordsmen 
and ordered a royal feast for him and Chuang Tzu.

The King was deep in thought as the servants brought out 
the food. He walked around the banquet table three times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Chuang Tzu saw this and said: “Your Majesty, 
let us both be seated. We are done discussing swords.”

Things were never quite the same from that point on. King 
Zhao was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watching more sword fights. H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statecraft and the proper governance of his 
subjects. The three thousand swordsmen found themselves with 
nothing to do... and no longer needed.

By Dere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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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ree Swords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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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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班長／道寄韻律：吳玉萍

張老前人成道 
五週年追思會

天緣佛堂
講師：郭詩永 點傳師 班長／道寄韻律：吳玉萍

班長／道寄韻律：陳靜嫻

天道義理

講師：陳正夫 點傳師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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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2016  呂柏欣    溫潔芳　
01/10/2016       
01/17/2016  
01/24/2016        

郭詩永
史振英   陳靜嫻 

01/31/2016
郭詩永

陳正夫

譚覃光   余月華

一貫道義: 陳正夫
修 道 歷 程:余月華  大  學  : 郭詩永

           年          初        大         掃           除

道德培育班、幼兒班課程表

01/03/2016

01/10/2016

01/17/2016
01/24/2016
01/31/2016

Sunday 班 長 Class Leader 10:30 AM-11:30 AM 11:30 AM-12:30 PM
Allen : AQ

Christopher : MQ

Eric : IQ
Yung : EQ

陳品蓉  (Emily)

鄭淳優  (Ashley)

陳品蓉  (Emily)
鄭淳優  (Ashley)

百孝經 Sutra：吳振龍 (Rafael)

中文課本 Chinese：黃湧竣 (Yung)
禮 節 Ritual：徐翠妤 (Cheri)

看圖學中文 Chinese：賴美嫻 (Savanna)
帶動唱 Singing：張蓓智 (Amy)

大   掃   除  停  班  ( Yearly Cleaning,  No Class)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1/03 ~ 01/09
陳正夫 郭詩永 徐翠妤 陳正夫

01/10 ~ 01/16 01/17 ~ 01/23 01/24~ 01/30

 日 　期

陳心詒、陳品蓉、鄭淳溱、鄭淳優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員:組 長: 黃秀孟

01/03/2016 01/10/2016
陳心詒、陳品蓉 吳鑌娟、杜梅瑞

乾

坤

陳柏瑋、黃家隆 游士慶、陳恩弘

01/24/2016
陳靜嫻、余月華

林達雄、賴科瑾

01/31/2016
呂柏欣、孫  賢

陳宣霖、黃欽進

郭詩永

01/31~ 02/06

01/10/2016 (十二月初一)   

01/24/2016 ( 十二月十五）

一貫道義

日 期

天廚組長

01/03/2016    01/10/2016      01/17/2016 01/24/2016

吳依筠
符美燕

武詩竹
史振英

林貞伶
陳秀珍

劉盛妹
陳彥宏

01/31/2016

武詩竹
史振英

日　期   負 責 人

 01/03/2016
 01/10/2016

鄭末子 01/24/2016

鄭末子
楊阿晟

 01/31/2016 楊阿晟

三峃省 吾 身:賴科瑾

羅日成   溫潔芳 惜 福 修 福:溫詠鳳
解 冤 解 業:林達雄 彌勒法門: 林宏容

彌勒真經: 陳淑敏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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