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Monthly Review
Mar. / Apr. 2018

佛說彌勒下生經（九）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或以釋迦文佛所，彈指之頃，修於善本，來至此間。

或以釋迦文佛所，行四等心，來至此處。或以釋迦文佛

所，受此五戒、三自歸法，來至我所。或以釋迦文佛所，

起立寺廟，來至我所。或以釋迦文佛所，補治故寺，來至

我所。

或者有的是在釋迦牟尼佛駐世的時候，曾經於一彈指

剎那的片刻之間，修習過種種善事，而得以此功德，現在

來到我這裡。或者有的在釋迦牟尼佛道場，曾經奉行：與

一切眾生樂的慈無量心；拔一切眾生苦的悲無量心；見人

行善或離苦得樂，深生歡喜的喜無量心；捨而不執著或怨

親平等，不起愛憎的捨無量心等四平等心的人，所以現在

來到我這裡。或者有的是在釋迦牟尼精舍，曾經受持過：

愛惜物命，慈悲為懷戒殺；守義不貪，不敢妄取的戒盜；

男貞女潔，守身如玉的戒淫；清濁莫混，不戕害純善的本

性之戒酒；渡人渡己，誠實不欺的戒妄等五戒，以及自身

先天之元神要修復本性的歸依佛；自身先天之元氣要涵養

的歸依法；自身先天之元精要斷絕慾念的歸依僧，因此現

在來到我這裡。或者是在釋迦牟尼廣佈佛道時，曾經蓋過

寺院廟宇道場，所以現在來到我這裡；也有在釋迦牟尼佛

普傳佛法時，曾經布施修建過古老毀損的寺廟，現在也來

到我這裡。

或於釋迦文佛所，受八關齋法，來至我所。或以釋迦

佛所，香華供養，來至此者。或復於彼聞法，悲泣墮淚，

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文佛所，專心聽法，來至我所。或

復盡形壽，善持禁戒，來至我所。或復盡形壽，善持梵

行，來至我所。或復有書讀諷誦，來至我所。或復承事供

養，來至我所者。

或者有的在過去世釋迦牟尼佛時，受過八關齋法的，

得以現在來到我這裡。或者有的在過去釋迦牟尼佛時，曾

經以香花鮮菓供養佛、菩薩的善男信女，以此功德，便於

現在來到我這裡。或者有的在過去世曾經在釋迦牟尼佛

道場，聽聞祂開示而悲從心出，苦泣流淚的，現在來到

我這裡。也有在過去世曾經聆聽佛道的人，現在也來到我

這裡。另外，或者有些是曾經盡其一生，循規蹈矩，遵行

戒律，無懈可擊，現在來到這裡。或者有些是曾經盡其一

生，諸行成就之後，現在來到這裡。或者有些是曾經書寫

讀誦經典偈言嚮往佛道，現在來到這裡。或者有些是對

佛、法、僧三寶誠心供養，量力而為，不影響其生計者，

現在也來到我這裡。

爾時，彌勒便說偈言：

增益戒聞德，禪及思惟業；善修於梵行，而來至我所。

勤施發歡心，修行心原本；意無若干想，皆來至我所。

欲發平等心，承事於諸佛；飲食於聖眾，皆來至我所。

彌勒祖師敘述以上這些話，便對大眾以偈語來開示：

持之有恆，努力不懈地增進學習修持戒律及聽聞佛道

的德行，日常修習意守玄關，靜心思維，觀察往昔身口意

之善業；不間斷的修持斷絕淫欲的行為，以此功德能在現

在來到我這裡。

由於常行布施而心生歡喜，外功圓滿，使內心逐漸

返本還原，回歸自心之本來清淨；去蕪存菁，排除心中種

種迷思雜念，使自己的意念保持清淨無染，以此修習的，

都會在今世來到我這裡。從內心中發出聖凡不二，於一切

眾生，不起怨、親等差別，以此眾生平等之心，虔誠侍奉

於諸佛菩薩，經常以飲食菜餚、鮮菓等維生物質供養諸聖

眾，以此功德都能夠在現在來到這裡。

所誦戒契經，善習與人說；然熾於法本，今來至我所。

所種善能化，供養諸舍利；承事法供養，今來至我所。

若有書寫經，頒宣於素上；其有供養者，皆來至我所。

晨鐘暮鼓，早晚宜誦念戒規與佛說的各種經典，不但

自己勤於修習而且要有機緣就講給人聽，願意上求佛道下

化眾生，便能夠現在來到我這裡。過去曾經在釋迦牟尼佛

那裡出家，而成為釋迦出家及在家的四眾弟子，善於引度

並教化有緣人，且樂於供養諸佛舍利；肩負起傳播佛法、

恭敬法師，以此功德，現在來到我這裡。如果有善男子善

女人能常常書寫經典，將佛經書寫在紙、布帛或綢絹上；

假使有人喜歡供奉這些經典，都能在現在來到我這裡。

繪綵及諸物，供養於塔寺；自稱南無佛，皆來至我所。

供養於現在，諸佛過去者；禪定正平等，亦無有增減。

是故於佛法，承事於聖眾；專心事三寶，必至無為處。

假使有人能於綵繪的綾羅綢緞或其他諸物，供養於佛

塔寺院道場，口中常念「南無阿彌十佛天元」名號，都能

於現在來到我這裡。如果有人常供養現在與過去諸佛，平

常修習意守玄關，誠心正意又平等心，於信奉受持佛道之

心也沒有增減。由於這個緣故，對於佛法能永繼奉行，親

近諸佛菩薩及先聖先賢，專心事奉佛、法、僧三寶，相信

必可達到「無為」的境界。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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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住生心」出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

核心所在，亦是修行精髓。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乍

聞之下，豁然開悟，是經典中含義最深、最廣、

最重要的一部經。

羅煥瑜講師闡析「無住生心」：無住──無

染著；生心──發慈悲、生智慧。比方一面鏡

子，照見景象，原形畢露；只要移動鏡子，前

此景物無遺；解釋作「不染著」，喻示「不執

著」。「無住」是身在紅塵，能不執著，不受紅

塵所困擾。「生心」是出入紅塵，還能救濟眾

生，為眾生說法，就是慈悲心、智慧心，此乃

佛、菩薩之境界。

「無住」是相對「住著」而言。世間人，最

大特點是執著，總是處在不斷執著狀態中。執著

於人、事、物有關的服飾、家庭、聲譽、情誼、

地位……由於其對六塵（色、聲、香、味、觸、

法）境界的執著，致使六根（眼、耳、鼻、舌、

身、意）六識在緣六塵境界時，六識蒙塵的染

污，令到我們原本自心失去清靜。清者：不濁；

靜著：不染；乃人人本具之性，本性又對真心。

當大家的心緣境時候，總對順境進行執著，

形成了精神負擔。須知執著之關係，思維上就留

下負擔，執著愈強，負擔就愈重；隨著外境的變

化會引起我內心忐忑，困擾難安，而導致精神疲

憊的不堪負荷，執著於外境觸令大家迷失了自

己，所關心皆是生命以外的東西，身體不停地去

追名逐利，力求匹配，於是在衣、食、住、行上

的刻意改向更趨極端之奢侈、華麗、輝煌。於是

乎，人們很少能夠考察生命的內在，只懂得朝夕

跟隨欲望奔波忙碌，儘管其物質豐富，多彩多

姿。然則其心靈深處是空虛失落。執著使我們內

心失去獨立，只原生活在這社會上的人們，為了

生存快樂，長期以來對外境之攀緣，不停地去接

觸外境，使得漸漸對外境產生依賴，其日常行、

住、坐、臥，生活要如何又如何才達致某種水

準。彷彿惟有在外境的刺激下，內心才會取得平

衡、充實。

殊不知：「人」因為住在六塵環境下，只要

心有所「住」，便會有痛苦，有煩惱。所以要無

住心，此乃一個智慧問題。蓋以有「住」心，凡

事都會有感受和體驗才讓心靈感致痛苦與幸福、

悲哀與愉快，如是永遠處在一種矛盾與衝突之

中，無法獲得安祥和清靜。心住愈多，也就愈敏

感，愈敏感就會愈脆弱。例如：望高心，悔慢

心，好勝心，邪妄心……諸如此類心猿意馬，片

刻不得安寧。為了解脫這些煩惱與痛苦，大家必

須擺脫內裡心猿罷跳、意馬休馳。就該學習「多

心變一心」，再由「一心化無心」。一顆獨立的

心減少無謂妄念，而無住相的修行，能夠消除心

靈上的負擔，藉以解脫煩惱，能夠令我們通達宇

宙人生的真實。

人只要順著自然規律，有心就讓它生便會有

生機，只不過這心是自由自在，無所在又無所不

在，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道。宛若鏡子「照物

不留、萬來萬應」。箇中奧義云：眾生的心，本

來沒有所住，只以環境的接觸，就生下種種心

境。人我是非，得失，分別心……該知境遇只不

過是偶爾相遇，如過眼雲煙，畢竟成空。正如世

上的事，捉摸不定，變幻無窮。假設我們在境上

有所住心，就好像猿猴去捉天上月亮，生病的眼

見到的花，是滑稽可笑的。歸納世事的一切一切

都因心生，如果大家悟了真性，「心」不為境遇

有所「住」，再說：無所住心，方是智慧。「無

所住」恰如自由自在的天空是沒甚麼掛礙，亦即

沒妄念，了無煩惱。

無住生心，猶若天際間的一輪旭日，陽光普

照，全然不須照而照之光明、清靜。此時當下心

如虛空，哪有一定住所！諸佛所行的便是這樣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期勉同修們：不攀緣、不執著、不比較，對

人我是非、得、失都不計較，隨緣、順緣就對

了。

天緣佛堂
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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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認清真理

林達雄

人來此一生，有時候會問為何來這世界上？

有些人認為他就是要來這世上享樂的，他願

意吃喝玩樂，渾渾噩噩過一生。這是他自己的選

擇，也沒有法律說不可以。只是，人身難得，枉

得此生。宋代大儒張載說，讀書人要「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此話堪稱讀書人、修道人之典範。佛堂中

掛著「繼往開來」就是這個意思。

什麼是真理？

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以偏概全。有一則古老

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幾個盲人去看大象，

這幾個人，分別摸著大象不同的部位，然後向其

他人描述自己的發現。其中一個摸到大象的腿，

他說大象就像一棵樹，又圓又粗。另一個摸到象

牙，所以他說大象就像一支矛。第三個人摸著象

尾巴，堅持說大象像一條繩子。第四個人摸到大

象的鼻子，堅持說大象像一條大蛇。每個人說的

都是事實。由於每個人所謂的事實來自於個人的

親身體驗和認知，所以都堅持自己所知道的才是

對的。於是這幾個人高聲爭論，各執己見、僵持

不下。雖然每個人都說對了一部分，可是整體來

說，大家都錯了！我們知道大象長什麼樣子。人

可以拿片面的事實作判斷，然後把它當作是全部

的事實，這故事看起來很荒謬，很不可思議。但

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有沒有從這幾個盲人的

身上看到自己？我們的想法是否也常常犯了同樣

的錯誤？這似乎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我們常

常以不完整而曲解的經驗，來做判斷。世界上有

很多不同的宗教，他們都各自堅持自己是唯一真

理，才能救世人，別人都是魔鬼邪教，沒有容人

的雅量，信我則生，不信則死，弄得天下大亂，

實在可怕。一貫道心量最大，五教同源，各修各

的，殊途同歸。

人生的真理是生老病死。莊子曰：「我本

不願生，忽然生於世；我本不願死，忽然死期

至。」莊子說出了人生的無奈。人生在世一定

會面臨老病死。生死掌握在閻君手裡，在生死輪

迴中，受業力所影響，來決定以何面貌出現於世

上。還有天災人禍，造成生離死別，痛苦不堪。

悉達多太子四出城門，看到老病死的現象，人生

這麼痛苦，他想為眾生找到一個，離苦得樂的方

法，於是釋尊放棄了做為太子的榮華富貴，舒適

的生活，出家去尋找離苦得樂的方法，經過苦

修，後來他開悟成佛了，並為眾生講經說法。 

我們得到三寶真傳，就是得了回天之鑰。經

過前賢們的開示，明白了人生需要有正確的目

標，只要能澈悟三寶之真義，憑此三寶之天命真

傳、道統真傳和心法真傳，若能抱道奉行，做正

人君子，棄惡揚善，定能修成正果，了脫生死，

不再墜入六道輪迴。

我們能在佛堂相見，就說明了我們都是有緣

的人。佛渡有緣眾生。我們曾迷失過， 現在又

走上回家的正途，不僅自己，而且也要幫助別人

迷途知返，也能走上回到天國之路。我們都負有

承先啟後的使命，勇敢的走到前端，並引度親戚

好友也能跟我們一齊向天道這條光明的路上前

進，這是修道的意義，要己立立人。

認清真理是很重要的，如果誤入岐途，就

會害人害己，製造國家社會的不安，舉個例：

像911事件。為美國經濟乃至於世界經濟帶來嚴

重的破壞和衰退，也對大眾的生活方式，起了

很重大的影響。作為對這次恐怖攻擊的回應，

美國發動了「反恐戰爭」，入侵阿富汗，推翻

了藏匿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接著是伊

拉克、利比亞、中東、阿拉伯之春、敘利亞、

伊斯蘭國反恐戰爭，世界為之動盪不安，哀鴻

遍野，難民千萬。所以信仰，修行，要認清真

理，知道是非善惡。若有信仰、宗教，要你去

為非作歹，危害人類社會，這絕非正道，我們

要知所進退。認清信仰，世界上有很多的宗

教，只要是走正道，不是教人去為非作歹，去

害人，我們都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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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修行的方法：

認理實修。師尊快成道前，知道與徒兒相聚

的日子不多，於是召集大家來到跟前，要為大家

上一課。「徒兒啊！現在你們都跟著老師修，但

是有一天老師走了，你們要跟誰修啊？」師尊

問。「跟師母修！」眾人毫不猶豫齊聲地回答。

「師母歸空以後，你們跟誰修？」師尊問。 眾

人似乎從來沒聽過這個問題，面面相視，終於有

人恍然大悟地說：「跟師兄修！」「那師兄也走

了呢？跟誰修？」「跟道長修。」回答的聲音更

少，而且更猶豫了。「道長也走了呢？」師尊繼

續問。在一片沉寂中，終於有人鼓起勇氣說：

「跟前人修！」「前人也走了呢？」師尊再問。

「跟點傳師修。」「如果點傳師也走了呢？」

「跟引保師修。」師尊微微地笑道：「引保師也

走了，跟誰修？」所有的前賢心都被問得忐忑不

安，多年來跟隨著師尊辦道，凡事請示，凡事依

賴，沒有什麼是不能解決的，而這一問，問出了

每個人內心的不安。

「老師啊！到底我們該跟誰修行才對，請您

快快告訴我們吧！」每個人都著急的問。「跟誰

修都錯，要認理歸真。」師尊這句「認理歸真」

如當頭棒喝般，打醒了每個人。千百年來修道者

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認人修」了，若認了邪師

則修成魔道，仍自以為是而不知回頭。「認理歸

真」這句話從此成為一貫弟子修道的準則。修子

們人人以真理、良心為修行依歸。

下面這個故事就說明了「要認理」而修，

「不能認人」而修。十七代金公祖師路祖有一

天對弟子說：「現在太平盛世，修道已告一段落

了，我們現在可以大餐大肉來享受一頓，吃吃

吃！盡量吃吧！」路祖拿起筷子便先吃起來了，

弟子們看祖師都吃了，便不再顧忌也跟隨著吃起

來。只有師尊師母，推辭著，就是不吃，又不敢

觸怒祖師，只好假裝肚子痛沒胃口。路師假裝生

氣的說：「叫你吃，你就吃，你敢違抗師命！」

師尊師母立刻跪下：「請祖師慈悲，弟子怎敢抗

命，只因身體欠安，望請祖師恕罪。」眾弟子飽

餐一頓後，路祖才說：「你們根基、智慧真淺，

經不起小小一考。連三皈五戒都不懂，這麼輕

易就開齋破戒了。」金公祖師一句「大家吃肉」

便考倒了多少修子。所以要認理修，不能認人

而修。認理而修，什麼理？真理，要守戒、守佛

規，去貪嗔痴，去惡揚善。

認清萬教歸宗，五教同源。

所以要互相尊重。修行方法雖然不同，但是

要彼此尊重。認清修道要自助，才會有人助，天

助。有個人去算命，主命中大富大貴，從此小地

也不耕種了，任它荒了，只等發財。結果餓死

了，死後到閻羅王那裡去控訴，閻羅王說，沒

錯，你那塊地就埋有一箱金子，只要種地往下

挖，就會挖到，你連挖都不挖，那要怪誰啊。這

話還真不錯，尤其在中國大陸，地下到處有寶

藏，秦始皇的墓，就是一個農夫種地時挖到的，

這農夫這輩子還真吃喝不愁了。

認清修道有頓悟，漸悟。修行方法雖然不

同，但開悟了以後，都是一樣的。六祖和神秀

就是頓悟和漸悟的代表。我們大部分的人是漸

悟型的，雖然走得慢點，但只要繼續走，最終

還是會到目的地的。認清修道有出世修，入世

修。修行環境雖然不同，但為眾生脫苦解難的

心志是一樣的。

認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松原泰道是日本佛學大師，他悟出了「大道

至簡」的道理。致力於推廣佛教生活哲學，把一

般人難以理解的佛學經典、佛家的智慧，寫成簡

單易懂的著作，並身體力行。他發表《般若心經

入門》，因說法精妙，而一舉成名。1954年，北

海道有一所寺廟請他去講經。臨出發前，天氣預

報說颱風即將登陸，對方來電話通知他不要上

船，於是他退了船票。沒想到，原定的那一班渡

輪受到颱風襲擊，整個船沉沒了，那次颱風船難

死了大約1200人。因此船難，日本興建連接本州

與北海道間的海底隧道──青函隧道 (青森到函

館) 。這場悲劇震撼了松原泰道的靈魂。從那時

起，松原泰道覺得，他的生命是別人給的，他要

學著多捨少取，回饋他人。

人道盡天道成。人道做得圓滿了，天道也就

修成了。所以，我們每天要認清真理，盡力做好

能做的事，力所不及的事，就交給蒼天吧！

*資料取自網絡， 全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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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The Tao
We often hear people talk about the grass being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This is the same mindset 
as that of the first villager. The current place is not so 
great, so some other place must be better. Everything 
will improve, and all the problems will go away, if only 
you can get yourself from here to there.

This applies not just to places, but other aspects 
of life as well. Some other person seems to have a 
better job, with nicer coworkers at a more established 
company. Some other family seems to have a better 
house, with nicer neighbors — heck, even their pets 
seem cuter! The grass has a way of looking greener 
everywhere else.

As the ferryman pointed out, getting to the greener 
grass may not be such a great idea. People who make 
such a move will initially find everything quite rosy, but 
this never lasts. After a while, the honeymoon period 
ends and the novelty wears off. They discover things 
are not as ideal as they first thought, and they still have 
problems.

Before too long, they start looking for greener 
grass somewhere else. Maybe the last move wasn’t 
quite right, but the next move will be. 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once they get to this other place… and so the 
process begins all over again.

The young man from the same village had a 
different mindset. For him, the greenest grass was at 
his present location, so he was naturally not in a hurry 
to go anywhere. Why face the uncertainty of another 
place, when he had everything he wanted in the current 
place?

The ferryman pointed out that another place could 
be pretty good too. Even though the young man didn’t 
want to leave, he could be just as content in the new 
place as he was in the old place. Once he made the 
transition, he would find the greenest grass growing 
abundantly in his new home. It was almost as if the 
greenness of the grass followed him across the river.

How can we live more like the young man, always 
ending up with the greenest grass? It begins with the 
way we look at and think about the world. We need to 
realize the greener grass elsewhere is only an illusion. 

We need to see through it, and stop pursuing i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is means the cultivation of stability and 
commitment. No matter where we happen to be, we 
need to take a good look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tick around to work with it in creative ways. We can 
always go somewhere else after we have made our 
mark, thus leaving the place better than we found it.

More importantly, this also means taking care of 
your own grass within. For both the villager and the 
young man, the external world reflected their internal 
reality. The same is true for all of us. Think of the heart 
as a garden. The grass that grows in this garden is the 
state of your spirituality. Depending on how much you 
neglect or tend to your spiritual needs, the grass will 
wither or flourish.

What does this grass need? It has to be watered on 
a regular basis. Let the Tao be the water that nourishes 
your garden. When you apply the Tao in your life, 
you are letting the water flow through, refreshing 
everything. The grass grows beautifully when the Tao is 
present in your life.

The grass also needs the sun. This is the upbeat 
outlook, the bright smile, and the sense of humor you 
bring to everything you do. It’s an infectious energy 
that builds on itself, lightening the mood for you, as 
well as the mood of everyone around you. Within your 
heart, this energy is the sunlight that shines through the 
garden, bringing vitality, brightening the grass.

Provide the water and the sun on a regular basis, 
and soon the lush grass within will work its magic in 
your world. Work, career, relationships, romance — 
every aspect of your life will become more rewarding 
and fulfilling. 

Now you know the truth. The grass isn't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It is greener on your side — because 
you make it that way. It is as green as you want it to be 
through your internal cultivation. As long as you walk 
the Tao and keep yourself on the path, the greener grass 
will grow with every step you step, and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

by Derek L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 Part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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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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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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長：林月慧

班長：鄧美燕03/02/2018 ( 正月十五）   

03/17/2018 ( 二月初一）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講師：林月慧 講  師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03/04/2018  
03/11/2018 
03/18/2018  
03/25/2018  

郭詩永

孫  賢   陳靜嫻 

溫詠鳳   溫潔芳 心無掛礙:羅煥瑜

福慧雙修:吳依筠

性理心法:辜添脩

健康養生:曾戎威 陳正夫

道親心得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3/04 ~ 03/10
郭詩永 陳正夫 徐翠妤

03/11 ~ 03/17 03/18 ~ 03/24 03/25 ~ 03/31
郭詩永

日 期

天廚組長

03/04/2018    03/11/2018      03/18/2018 03/25/2018

黃文瑛
黃湧竣

陳靜嫻
阮氏幸

林貞伶
陳彥宏

吳依筠
王素珠

日　期   負 責 人

 03/04/2018
 03/11/2018

李良玉

 03/18/2018 鄭末子

龔麗虹

 03/25/2018

楊阿晟

 日 　期

吳振龍、陳彥宏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員:組 長: 黃湧竣

03/04/2018 03/11/2018
余月華、龔麗虹

乾

坤

黃湧竣、蔣定國

03/18/2018
吳鑌娟、黃文瑛

陳卓逸、陳柏翰

03/25/2018
呂柏欣、武詩竹

陸  煒   溫潔芳 修道障礙:宋麗娜

大    學:郭詩永

郭詩永

班長：梁美蘭 講師：蔡秋鶴 講  師不離自性03/31/2018 ( 二月十五）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李良玉   賴科瑾 格物致知:陳彥宏

一貫道義:陳正夫

辜添脩

鄭淳溱、鄭淳優

陳家棟、黃家隆 陳宣霖、陳柏瑋

講師：陳正夫 點傳師慧命傳承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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