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能得到如此寶貴的天道，一方面是上天
慈悲、祖師鴻慈、師尊師母的大德；另一方面是祖
德蔭佑，和自己前世所種的善因以及今世身家清
白、品行端正。如此種種善緣成熟聚合而得，實在
是太幸運了。但是我們往往不能深入了解這些條
件，所謂人在福中不知福。大多數人得道的經過，
都是引保師苦口婆心，一直跟我們說，然後才願意
求道，至於自己發心去追尋的實在是太少了。當然
這是天時和環境所造成的，並不足奇，但是由於得
來太容易了，因此不覺得有什麼稀奇和寶貴。大家
要知道，古時候要求道是很困難，當時天道是單傳
獨授，所以想求道者，先必須修身養性，所謂「先
修後得」，修到毛病脾氣都沒有了，還要千里訪
明師、萬里求口訣，有時候還會「踏破鐵鞋無覓
處」，可說是萬中還難選其一。

古時候，軒轅皇帝性慈善而好學道，曾經拜過
七十二位師，但仍只知住世之法，不知脫世之法。
有一日，出一張榜文掛在午朝門外，寫著：「若有
人知道天下明師，引我去拜見他，賞賜千金，官封
萬戶侯」，命一朝臣守榜。當時西天有一活佛在少
林寺為僧，年僅十三歲，名曰廣成子，道行高深，
佛理貫通。家中有一名叔父，名曰養馬軍。有一日
清閒無事，步行到朝門，看見這張榜文，就將榜文
拆下。朝臣看見了，就引他去見皇帝。軒轅皇帝問
曰：「你知天下有真明師嗎？」養馬軍奏曰：「小
民有一姪兒，名曰廣成子，道德深高，人人都稱他
是天下大明師。」軒轅皇帝又問曰：「你姪兒有多
大年紀？」養馬軍曰：「我姪兒今年十三歲。」皇
帝大怒曰：「朕拜師共有七十二位，師師都超過
五十歲，然而他們也只知道住世之法，不知脫世之
法，廣成子只有十三歲，有何高深道德？朕明日去
拜他為師，若能傳授三日成道，即封你高官；如若
傳授三日不能成道，則將你們斬首不赦。」養馬軍
聞言，心中大驚，趕緊回轉少林寺，對廣成子曰：
「不好了，禍事到了，為叔連累你了。」養馬軍遂
將事端述說一遍，廣成子曰：「此乃小事，不妨，
待他明日到此，我自然有話答應。」

次日，軒轅皇帝帶領五百御林軍，保駕前來。
廣成子即命道童，將這條路邊樹木砍倒，擋住來
路。軒轅皇帝駕到路前，心中轉悟曰：「是我心不
虔。」則回宮而去。明日即命捲簾將軍保駕步行從
小路而來。廣成子又命道童路旁蘆草結成七十二
結。軒轅皇帝步行至此，被蘆草橫住，不能通行。
捲簾將軍欲拔出寶劍要割斷蘆結，皇帝曰：「不
可﹗不可﹗今日將來拜師，須當小心，不如你解
一結，我拜一拜。」於是，解了七十二結，拜了
七十二拜，鞠躬而進，來到寺廟，看見一位道童，
問曰：「此是少林寺嗎？」道童答曰：「少林寂寞
少人知，結草為門便是機；佛法平等無高下，驕傲
逞強莫進來。」

皇帝心中轉悟，就走到二門，看見一位道童，
手持一枝杖打桃樹。皇帝問曰：「你為何打此桃
樹？」道童答曰：「我打它不生桃。」皇帝問曰：
「桃栽有幾年？」道童曰：「桃栽有三日。」皇帝
曰：「桃栽三日安能生桃？」道童曰：「桃栽三日
未生桃，學道三日豈成道；寬心靜養待時到，根深
葉茂結成果。」

皇帝走到三門，看見一位老和尚在燒香掃地，
皇帝問曰：「師兄啊﹗師傅在何處？」老和尚答
曰：「師傅在東邊禪房內。」皇帝鞠躬而進，看見
一位兒童，端然靜坐，軒轅皇帝就跪在地上。廣成
子曰：「下面跪者何人？」皇帝曰：「弟子軒轅是
也。」廣成子曰：「聞得我主拜七十二師，何師有
道？」軒轅皇帝曰：「師師有道，奈何弟子薄緣不
能學之。敢問尊師，如何脫離生死？」廣成子答
曰：「人離色不老，木離火不灰，小心學道，依法
受持，必然成道。」軒轅皇帝心中得悟，拜謝師
傅，作別回宮而去。改日，廣成子傳授天道，日後
修成正果。

從軒轅皇帝求道的例子，我們可以得知，那時
想要得道是非常困難的。如今天道大開普渡，天道
應運於世，上天特派明師下世，傳授心法，使人人
得以依法受持，明善復初，見性成佛。俗云：「有
緣遇上佛出世，無緣遇到佛涅槃」。如今時至緣
熟，願天下眾生，切勿錯過這一大事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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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敏講師主講「彌勒下世不非輕」。《彌勒真
經》乃金公祖師化身述說這救苦真經之大威神力，不
只文字的道理，蘊涵祂的愿力，濃縮起來寥寥五個字
融入「三寶」，已足夠脫劫避難矣！

「教」源於「道」，五教同源，三教合一，只是
世人分門別類之分別心而已。紅陽先修後得，白陽先
得後修，經典跨越時光，不論某一部經典，對吾等皆
有所助益，有關此救苦真經寄望大家好好持誦為宜。

計自無極生太極乃至生天地萬物，開天以來已達
六萬年，由當初青陽九劫，紅陽十八劫，白陽暴升至
八十一劫號稱罡風劫，歸咎於世人不遵循「道」，種
下了「劫」的「因」，天性泯滅，人心造作，壞至極
點，致而釀成空前劫難，令眾生流浪生死苦海中…。

天道降世，應運而傳，彌勒祖師下世，重任在於
讓我們修圓回去，只要認「理」歸「真」，改「惡」
向「善」，遇難救難，遇善相助，使大劫遠退，等候
功德圓滿回理天。末法眾生們，最終目的是「一指見
性」。師尊叮嚀：我們能明心見性，目標乃是廣種福
田，普渡有緣種子，以助老祖師同註天盤。

旅美之台灣某壇主，幸蒙濟公老師帶領遊理天，
適逢其會：觀賞頒獎典禮，幾世間誠修者必獲獎項，
其中以「開荒下種」者功勞至大，其次是「三施」並
行者，大家對佛規禮節亦宜熟練為上。猶應關注的是
吃素謹記立清口愿，否則稍遜一籌！迄今是上清、下
濁，「善」「惡」分班時候，仙佛心繫眾生輪迴裟婆
世界過久，致而陷入泥淖不能自拔，期望世人學道修
心，主要把「後天」不良習性完全革除，事事身體力
行，見「善」必遷、見「過」必改，如此才是正道
──入「聖」成「真」。

今值午、未交替時段裡，勸勉要把握這最後一次
挽救末劫眾生機會，趕快修「十善」、行「五戒」；
切實奉行：「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
清淨，認真修持是上生兜率天基本條件。《彌勒真
經》云：「滿天星斗都下世」──西方不留一佛子，
倒裝下凡共同辦理三曹普渡一大世因緣，如果不好好
修持，彌留時分六神無主心慌意亂，即便見到彌勒佛
亦是枉然！目前之末劫正要考驗我們當遇到大大小小
事情，能否「靜」下來應對，藉以讓每一個人都要提
昇自己。既已有緣乘上這一班車，彼此宜準備妥善來
趕搭順風車，對號入座。強調「守玄」重要，守得住
就過關同登彼岸，免被淘汰，正是：天堂地獄原在自
心，「善」「惡」全憑寸心一念，說明意念朝正面為
佳，如斯回理天，才耐得住寂靜；倘若綣戀紅塵，必
定不甘寂寥，又重返這裟婆世界，陷入六道輪迴，流
轉生死，苦啊！畢竟塵世只不過是暫時棲身而非永恆
之所。清晰瞭解到我們俱是受「業」因、果而來，宜
學道修心，快馬加鞭，不鑽牛角尖，以達致圓滿。

白水老人曾預諭：當大道普傳至環球，彌勒祖師
降臨人間，世界就大同了！勸諭我同修要真修實煉，
行功立德以造福人群！

天命不假「誰辦誰得、誰修誰成」，再次祈求大
家認清「彌勒下世」的真正重大意義為盼！

五月中旬，蔡仁義講師以「清淨無為」和大家
結緣：「道」作為宇宙的本源，是沒有自己所為的，
它只是客觀規律，不造那些違反事物規律、人為的事
情。亦是說：依「道」而行，令人感到輕鬆、完美！
善養生者「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常言道，上清下濁；前者：往上提昇，常圓常
滿；後者：往下沉澱，有虧有晦。修道之人，清靜為
妙，學習清靜有很多方式，首推飲食，素食者其個性
較溫馴。反觀葷食吃肉，依科學來看：它能量較大則
其消耗亦相對較大，脾氣非常暴躁。依化學作用：它
造成荷爾蒙不平衡。從靈性學論述：吃肉，人體內含
有畜血，人、畜血氣不能調和，食穢濁之物令人心識
昏沉。而「因果」論：畜轉人，人轉畜…。寄語六旬
以上道親們猶應關注：由於機能開始老化，初步宜戒
紅肉：即豬、牛、羊，若攝食油脂過多，容易罹患癌
症及心血管疾病。佛堂勸人戒食葷、腥實行茹素以期
去除乖戾之氣，心態平衡比起一切健康長壽更管用，
這循序漸進法俾令大家可以體驗到飲食清淡之後，頓
時感覺輕鬆、連帶整個人都會「靜」下來。

再者，是閱讀經典，無論是佛家、道家，皆含其
玄理：言言金科，句句王律。略列儒家之「四勿」：
非禮勿視則「眼」清淨、非禮勿聽則「耳」清淨、非
禮勿言則「口」清淨、非禮勿動則「心」清淨。暇
時，一卷經典在手即使閱讀幾遍，每趟給予之體悟都
有所提昇。

人生旅途中，我們是過客，有的來收帳，有的
來還債，早年乍聽此語，以為天馬行空不切實際，亦
不瞭解內裡涵義；俟至如今屢經考驗之後，每逢事情
驟然發生，立即自有感覺與反應。修道人萬一碰到難
題，遇著討債，以息事寧人，迅速償還業債，免付利
息，加之佛前誠心懺悔就能清淨。惟是不修道者由於
未受考，但其所欠業帳，累積債務又附帶利息將是擔
上加斤。人類的痛苦皆於不行「善」業，由個人、社
會、國家而世界，致令人間儼如苦海。回佛堂共修是
學習當名君子，君子好「善」，不獨好善，見「善」
必遷乃清淨之妙處也！

憶當年，求了「道」，家姨婆讚嘆「一貫道」非
常殊勝，主因是一貫弟子在家修，修的乃家庭倫常圓
滿法，謹守最基本的道德原則──仁、義、禮、智、
信。且看我們積極「入世」，接觸生活實質層次面，
每月應付各項開銷就頭昏腦脹，把道德貫徹於現實生
活之中，其壓力之大可見一般！

今夕，探討「清淨無為」大家學習一切順乎
自然，不必加以人力紛擾；仿似蓮花出自污泥而不
染，清遠芬芳──遵守倫理道德，修至善、積德
也。仰望大家互學互勉，清淨自身，和光同塵，將
來共赴龍華！

天緣佛堂
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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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詠鳳

道化人生 彌勒真經的殊勝
陳淑敏

《彌勒救苦真經》是述說白陽期彌勒古佛要來
救苦救難，來辦理三期末劫，三曹普渡，末後收圓
的任務，故彌勒佛此次來下生之一大事因緣，義意
重大。第十七代祖路祖，就是彌勒佛的化身，為白
陽初祖，奉無極老　之天命，領寶傳道，辦理普渡
收圓，立龍華三會，考證三乘九品之蓮位。彌勒佛
為本元會十佛掌教之第十佛，現在天時已是午未交
替之時，青陽期紅陽期白陽期「三期歸一」，儒釋
道「三教歸一」，天地人「三元歸一」，此時稱為
「末後一著」。此義意與責任皆非同小可，此時西
天不留一菩薩，上天不留一佛子，全部乘願而來，
倒裝下凡，共同來辦理末後普渡收圓大事。

明明上帝慈訓：「兜率宮中好團圓，彌勒皇兒
開淨土，龍華三會收殘頑。弓長代祖掃塵染，妙善
神通把苦救。娑婆蓮國來創建，淨土大同彌勒宣。
至此大開收圓會，九六齊引證羅漢。三佛收圓天早
定，望助天盤證靈山。」所謂：「一佛出世，千佛
助道」，一尊佛出世來人間，救渡芸芸眾生，就
有千佛共同來助道。《彌勒救苦真經》不是一部很
長的經典，但是在這部經文當中，所提到的仙佛名
字，可以說是驚天動地，驚動三曹﹗由此可以印證
彌勒佛下世是如何殊勝的使命，《彌勒救苦真經》
是如何殊勝的因緣。

我們一貫道最具代表性的經典就是《彌勒救
苦真經》，經文雖然很簡短，但似淺實深、似簡實
繁，內容看起來很淺，其實非常深奧，文字看起來
很簡單，但事實上內容非常豐富，可說是統攝了一
切經典的精華。

許多道親親身經歷持誦這部經的感應，體認
到這部經不是只有文字道理，還有彌勒祖師的神威
慈愿。對眾生而言，有如彌勒祖師的千百億化身一
般，有求必應，也可以說是，彌勒祖師賜給我們一
個歡樂的天堂，讓佛子們活在佛力的加持當中，只
要你相信就能得救。除了可以超生了死、開發智
慧、身心健康以外，還可以三災八難不來侵。

後學曾經聽過一位點傳師說過一個有關《彌
勒救苦真經》的顯化，故事是這樣的：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有個富貴山莊，這山莊是吉隆坡最大的靈骨
塔及墓園，裡面住著各宗各派的往生者。老闆是華
人，有求過道，有一張點傳師的名片，但沒有接近
道場，求道也許只是職業所需，因為任何一種宗教
徒都可能是他的客戶。

馬來西亞的習俗，中元普渡是非常重要的，所
以富貴山莊每年都會舉辦很大型的超渡法會。有一
年的中元普渡，有一對兄妹從很遠的地方來到富貴
山莊，參加父母親的超渡法會。法會結束之後，當
這對兄妹離開山莊的時候，妹妹突然鬼上身，被鬼

附體、神識失常、吵鬧不休。哥哥認為一定是在富
貴山莊中邪，因此要老闆負責。

起初老闆很有把握，因為他已經有過很多經
驗，也認識很多法師、道士、和尚，以為只要找個
法師，來做個法就可以解決。但是這次連續七天做
法事，所有有名的法師、道士、神父、和尚都來過
了，卻完全無效。這女孩不吃不睡，披頭散髮，
已一個多禮拜，眼看就要出人命了。這老闆突然
想起最後一招，想起自己曾經求過一貫道，有一
張點傳師的名片，於是把它找出來，打電話找點傳
師幫忙。點傳師一聽要幫忙抓鬼，都嚇死了，連忙
說：「我們只負責傳道、點道、開班、講道理，沒
學過如何抓鬼。」但是老闆一再哀求：「幫幫忙，
先來看看嘛﹗不要見死不救，來研究一下看看怎麼
辦？」經不住那老闆一再懇求，點傳師們及幾位辦
事員恰好開完會，就一起來到富貴山莊。

他們到了山莊，那女孩已經被折磨得不像人
樣，面貌猙獰、披頭散髮，眼神像厲鬼般，非常恐
怖。其中一位點傳師反應很好，就說：「等一下，
我去拿一下道具。」於是跑回佛堂，拿了一本《彌
勒救苦真經》，以及一捲念誦真經的錄音帶，這還
不放心，又從濟公老師的佛像，借了一把扇子，準
備狐假虎威。回到富貴山莊，就開始放《彌勒救苦
真經》錄音帶。錄音帶一放，那女孩就靜坐了下
來，臉色也漸轉好看。點傳師勇敢地走上前去，拿
起濟公老師的扇子，輕輕地敲著那女孩的頭，口中
還一邊唸著《彌勒救苦真經》，連續唸了三遍。只
見那女孩垂下頭來，一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兒，點
傳師們一群人就趕緊離開了。

第二天一早，那老闆打電話來，說道：「非常
感謝你們，那女孩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你們實在太
厲害了。她哥哥一再感謝我，請了那麼多法師、神
父、道士來幫忙，最後他問我說：『最後來的那一
群穿西裝打領帶的法師是從那裡來的？怎麼法術那
麼高強？』」

這個實例讓我們了解，《彌勒救苦真經》有不
可思議的功德，有不可思議的大威神力，我們不要
小看我們自己的經典，不要掉以輕心，真的如經上
所說：「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兩遍得超生，持念
三遍神鬼怕，魍魎邪魔化為塵」。

彌勒祖師來人世間，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救苦救
難。在《彌勒救苦真經》裡，彌勒祖師給了我們三
個承諾：

（一）超生了死的承諾：用心持念佛來救，朵
　　　朵金蓮去超生。
（二）脫災避難的承諾：每日志心常持念，三
　　　災八難不來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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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妖伏魔的承諾：持念三遍神鬼怕，
　　　魍魎邪魔化為塵。

救苦救難是彌勒祖師領受天命，發願下凡
塵，承擔千斤擔子，只因要渡化原人回理天，眼
看秋收已在眼前，最後的龍華會已近。原佛子卻
迷戀紅塵，忘卻本源，不得歸根，受酒色財氣牽
連，認假作真，以假樂為真樂。所以彌勒祖師大

發洪愿，領命下世，救苦救難，傳《彌勒救苦真
經》濟世救人，普渡收圓，拯救眾生，脫離苦
海，回歸理天。期望各位同修學長，識得天時，
好好受持讀誦《彌勒救苦真經》，懺悔改過，真
心修行，行功立德，必能躲災避難、脫離苦海，
建立真功實善，進而同助天盤、功果圓滿，一定
能上瑤京見　娘。

道場禮節小常識  《摘自傳燈禮儀》

請壇的意義

請壇，就是恭請三界十方萬靈真宰──明明
上帝臨壇，並恭請諸天神聖、諸佛菩薩、雷部、風
部、虎部、龍部、和廿八星宿降壇護法護道，讓諸
邪退避，庇佑辦道順利。

請壇時要慈誦《請壇經》，這是非常神聖莊嚴
的，大眾必須肅靜，執禮人員必須排班整齊，在場
人員男女分班，衣冠整齊，不得喧嘩，以示敬重。
此外，《請壇經》一念，立即感召仙佛降臨法壇護
法；所以恭誦《請壇經》者必須齋戒沐浴，並且須
擔任點傳師、壇主、講師或已清口道親以上職位的
人才方可勝任。

九五大禮與三跪九叩禮

一貫禮儀中，每逢辦道及四季大典時，在請壇
前，要先獻香行三跪九叩禮，再獻香五炷，拜五叩
首，稱為「九五大禮」，這是禮儀中最高的禮。

上古時代，皇帝身為天子，以九五之尊行九五
大禮祭天，此禮只有皇帝能使用，一般平民是不能
使用的，所以九五大禮乃最尊貴的禮儀。由於天時
慢慢地轉變，又歷經數千年以來歷代仙佛的不斷指
點，有善根的眾生皆已漸漸覺醒，明白不論是皇帝
還是平民，其根源均來自於上天，大家都是上天之
子。都是明明上帝的分靈，人人都有資格以九五之
禮祭拜明明上上帝；只要我們有信心、肯承擔、能
真修實鍊，我們也能與仙佛並齊、與天合一，明明
上帝的無限能量與生命內涵，就能在我們生命中展
現無遺，所以我們以九五大禮請壇，禮請明明上帝
主持眾生歸根復命之大禮。

此外，三跪九叩為中國古代禮儀的禮拜方式，又
稱為三跪九拜，為清朝禮法中最尊敬的禮儀。

四季大典的意義

在一貫道的禮節中，一年有四次大典的日子，

分別為農曆三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
和十一月十五日。每逢大典之日，早獻香時要獻
供、請壇，要燒檀香木。為何要如此隆重呢？道場
中曾有一種說法：大典即是老　的生日，那麼老　
一年豈不是就有四個生日了嗎？而我們又謂老　是
「無生」的，祂是生育萬物的總根源，既然是無
生，為何又有生日呢？因此這種說法，疑問很多。
較為正確的說法，所謂「大典」就是大的典察，因
為人類的原靈自從寅會降生至今，經過幾千萬年的
輪迴轉世，本性被物欲塵埃所蒙蔽，已經失去了原
來的本來面目，造下了種種罪孽，罪過錯堆積如
山，輪迴道上，所結恩恩冤冤，使得因緣果報越結
越多、夙孽越積越深，冤冤相報，演成人海血深之
浩劫。此外，暴戾之氣也充斥社會，殺、盜、淫、
邪、販毒、綁票……等犯罪案件層出不窮，世風敗
壞，莫此為甚。欲恢復上古太平盛世的古道仁風，
非由每個人懺悔改過，洗心革面，格物致知，正心
修身，老實做人，難以為功也。

何謂懺悔呢？就是要我們拿出真良心本性來
懺悔，拿出決心勇氣來剷除違反人性的罪惡過錯，
才能恢復清靜的本來面目；在每一個起心動念的當
下，也須拿出良心來懺悔前非，絕不可再犯。若能
放下種種不正當的思想與行為，懺悔前非，改過向
善，積功累德，積極修辦，功德圓滿，才能夠成真
證果。

所以大典之意義，就是除了每日早午晚香要默
唸愿懺文懺悔，每年年終要有一次大懺悔外，春、
夏、秋、冬四季也要有一次大的懺悔，因為修道就
是要醫治我們這顆頑固的心，若無恆心、無決心，
實難以將累世所積的惡習加以根治，故一年有四季
自我省察的機會。再加上大典時，須要獻供、請
壇，這是何等的隆重！此乃因自己內在妄念叢生的
「眾生」是最不易渡的，若能藉著請壇，禮請諸天
仙佛加被護持，渡化我們內在這眾生，則可以事半
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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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大可容人間難容之事；
口闊以笑世上可笑之人。
佛堂寺廟本是莊嚴敬肅的地方，但往往可見

這麼一尊佛像，他坦腹跌坐，腰身粗大，一副常開
的笑口，溫文和藹地面對眾生。這尊慈祥開朗的佛
陀，就是我們的祖師爺彌勒佛，又名慈氏菩薩。

｢慈｣是四無量心（慈、悲、喜、捨）的最初
一個無量心。這個心生自有成佛素質的家族中，
這個家族與世間不斷絕，故稱｢慈氏｣。

根據佛經資料，彌勒佛是僅次於釋迦牟尼
（如來佛）位尊的，立於續補地位的佛。在｢賢劫
千佛｣之中，排行第五。

｢彌勒｣姓氏，在古天竺語的意思是慈祥、和
藹。而他的名字叫｢阿逸多｣，是無人能勝，無往
不勝的意思。

祖師爺在西方的兜率天內院經歷了四千佛歲
（約合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年）的劫難，西元前
五百餘年輪迴下生人間，以輔弼釋迦牟尼佛。後
來，他因緣已盡，跳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
界），在華林園的華林樹下，以｢三會之說法｣化
了一切，成了｢天人正覺｣。

經書上｢三會｣是說：諸佛為了救度眾生而
舉行了三次大說法會，其中以祖師爺彌勒佛的
三會最有名，稱為｢龍華三會｣而這也將在佛滅後
五十六億七千萬年，於這世間中出現，說法三
回，以救度上、中、下根的人。

祖師爺的開口笑容，其實有其開道悟道的
神祕色彩，一些高僧曾說：每一個人，在同一時
間內，從不同的方位角度去靜心禮看，因為道親
修持道業深淺不同，而看到的笑容也都有不一樣
的感受，祖師爺會呈現出微笑、略笑、歡笑、冷
笑、嘲笑、苦笑、假笑……。這些笑都有啟示，
都有真如作用的。

祖師爺最著名的功法便是｢慈心三昧｣，也就
是去除妄念雜慮，專念於慈悲行三昧，所以他總
是笑口常開。而在佛國中，祖師爺彌勒佛也是佛
教的｢未來佛｣。

｢慈｣就是愛，是清淨無私的愛。慈眼看眾生，
眾生雖與我無親無戚，但在同一航渡，就是有緣；
眾生的苦就是我的苦，眾生的痛就是我的痛。

苦在眾生的身，憂在我的心；傷在眾生的
身，愁在我的心；一份悲，一份慈，這就是｢同體
大悲｣。

沒有分別意，只有無私的寬諒和容忍；愛
眾生清淨，愛眾生快樂，我即是眾生，眾生即是
我；這就是最大最清淨的愛心，也就是｢無緣大慈
｣。

《列子》在《力命篇》曾說：｢死生自命，貧
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
不知時去也；當死不去，在窮不戚；知命安時
也。｣

生死是有命運的，貧窮也有是機緣的；只會
埋怨天地對自己不公平，這是不瞭解天命機緣的
互動變化；當生命將盡，回首一生，無怨無悔，
可以平淡無牽纏的含笑而去；當盡心努力，而卻
仍一貧如洗，機緣未到，也不必絕望擔憂，苦盡
必將甘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人生也沒有耕
耘而不收穫的。｣

對眾生慈悲，對生命｢生、死、病、死｣的過
程也要有一份慈悲的相對待；我們有一份寬廣壯
闊的眼光；在洪流中，指揮若定，行走自如，而
隨起隨滅之間，更生活的自在。

活佛師尊慈示

花為什麼人人都喜歡看？
因為花香，花漂亮。
花如果不能展現花香，花漂亮，那人就不喜

歡了。
人也是如此，要想人人都尊敬你，歌頌你，

你就必須把你的內德，內在智慧展現出來。
聖賢就是把自己的德彰顯出來，也把別人德

彰顯出來。
不要像花一樣，只把自己的光展現出來，而

忽略別人的光芒。
學道，不學則已，不修道則已，要修就要把

人事物修得圓圓滿滿，這樣才可以活潑玲瓏，圓
融十方。若稍有疏忽，那就容易忽略別人。

至誠的心奉獻出來，以最謙虛的心，來容納
更多的道理。

修道有順有逆，無論處於順境或逆境，都要
把持著三不朽的原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

祖師爺彌勒佛
小故事大道理

《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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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Di, the legendary Yellow Emperor, was 
having trouble ruling his empire. He summoned his six 
advisors, to see if they could shed some light on the 
matter.

“We are going through troubled times,” he told 
them. “People are struggling to make a living and 
looking to me for leadership, but I feel as if I need 
directions myself. You are the six most knowledgeable 
scholars in all of China. Tell me how I can make things 
better.”

The advisors discussed it among themselves 
but could not come to any kind of consensus. They 
presented so many conflicting opinions that Huang Di 
finally had to stop them: “Enough. This is not helping 
matters at all.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look outside of this 
palace for advice. Recently, I have heard much about a 
great sage by the name of Da Wei. We shall pay him a 
visit. Prepare yourselves for the journey.”

Accompanied by the advisors and imperial guards, 
Huang Di set off for the Ju Chi Mountain where Da Wei 
lived. Most of the trip was uneventful, but when they 
neared their destination, a heavy fog descended on them. 
It was difficult to tell where they were going. After a 
while, they were completely lost.

The six advisors discussed how best to find their 
way, but again they could not come to a consensus. As 
they argued back and forth, Huang Di looked at them 
and shook his head: “The six most knowledgeable 
scholars in all of China... so easily defeated by bad 
weather!”

He walked away from the debate to see if there was 
someone nearby who might provide directions. He saw a 
young boy walking a horse not far away. He approached 
and called out: “Greetings! We are heading for the Ju 
Chi Mountain. Would you happen to know where that 
is?”

The boy looked him over and did not seem 
especially impressed by his appearance. He replied with 
a nod: “Of course.”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he boy’s straightforward 
manner that piqued Huang Di’s interest. He decided 
to probe further. “How about the great sage Da Wei? 
Would you happen to know where he lives?”

The boy seemed relaxed and calm, as if it was a 
daily occurrence for the emperor of China to come 
looking for a great master of the Tao. He gave another 
nod: “Of course.”

What a strange boy! Huang Di thought. He seemed 
so self-assured, like a know-it-all. Was there something 

he did not know? Half in jest, he smiled: “I suppose next 
you will tell me know how to rule the empire, right?”

The boy patted his horse and said: “Ruling the 
empire is just like taking care of this horse. That is really 
all there is to it. Why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it 
has to be?”

This was an answer Huang Di did not expect. He 
frowned as he grappled with the idea of the horse as a 
country. He became curious about the boy and ask: “Who 
are you, and what are you doing out here in the fog?”

The boy answered in his straightforward manner: “I 
am just a boy who likes to wander around alone. I had 
a headache today and felt dizzy, and an elder told me it 
would help to take a long walk here in the wilderness. 
That is why I came out with my horse today. I am 
feeling much better now, so I think I should head back.”

“Wait,” Huang Di held up a hand. “Before you go, 
what did you mean about ruling the empire and taking 
care of horses?”

“Well... governing people is none of my business, 
obviously, so perhaps I should not presume to have an 
opinion.” The boy seemed hesitant as he thought about 
his answer. “It seems just as obvious to me that the two 
activities are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hen taking 
care of a horse, what you must do is remove everything 
that is harmful to the horse, and allow the horse’s own 
natural vitality to manifest itself. That is also what you 
must do to rule the empire.”

Huang Di was stunned. The boy’s truth was so 
simple and yet so profound. Huang Di realized, as 
it resonated deeply with him, that it was exactly the 
direction he needed. He bowed deeply: “This is truly the 
heavenly Tao you have taught me.”

There were voices behind him. The advisors and 
guards were looking for him, so he responded to let 
them know where he was. He turned to the boy again, 
only to find an empty spot. Both boy and horse had 
disappeared into the fog.

The advisors regrouped around him. One of them 
reported: “Your Majesty, we consulted our maps again 
and realized we were already in the Ju Chi Mountain 
without knowing it. Shall we press on to find the sage?”

“Perhaps I already have,” Huang Di said, to 
the advisors’ surprise. He smiled at their puzzled 
expressions: “I know the direction I must take for the 
people now. Let us head back to the palace.”

by Dere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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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esson for the Emperor ( Par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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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輪值表

日　期   負 責 人

 09/11/2011
 09/18/2011
 09/25/2011

楊阿晟

鄭末子

楊阿晟

日期

負責點傳師

天廚組長

   09/11/2011    09/18/2011     09/25/2011
郭詩永

林貞伶
陳秀珍

辜添脩

吳韓衛
張書興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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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師    專題講座　　講　師   點傳師賜導
09/04/2011  　　　勞　　　工　　　節　　　長　　　週　　　末　　　停　　　課
09/11/2011  陳美伶   吳韓衛    了凡四訓 :  陳彥宏　　　大　　學 :  郭詩永     陳正夫
09/18/2011  呂柏欣　 徐仕林          論      語   ：     吳鑌娟　　　　　   辜添脩
09/25/2011  譚覃光   溫潔芳　        愿 懺 真 義    ：       徐仕林                 郭詩永

 日 　期

全真道院午獻香執禮人員

09/18/2011 09/25/2011
温譚覃光、陳靜嫻 陳美伶、陳秀珍

乾

坤

吳韓衛、盧清明 羅煥瑜、溫佳源

09/11/2011
杜梅瑞、溫潔芳

徐仕林、徐振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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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成語故事、中文報紙、中文寫作

  負 責 人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班程表
內　容

　吳振龍、游士慶　　　中文讀經、禮節、道歌、道化人生、西班牙文

  負 責 人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內　容

　 高子評、李淑玉　　     唐  詩、基礎ㄅㄆㄇ、節  奏、勞  作

  負 責 人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9/04 ~ 09/10
陳正夫 徐翠妤 辜添脩 郭詩永

09/11 ~ 09/17 09/18 ~ 09/24 09/25 ~ 10/01

徐翠妤

武詩竹
史振英

 09/17/11 全伶佛堂                             
                       (7:00 pm-9:30 pm)　　　　　
　　　                專題：三教一理　　　　　　   

　　　   講師：陳淑敏　點傳師：郭詩永　　
                 528 Tri Net Court Walnut, CA 91789          
                            Tel:909.869.5579                                                                                                        

　地方班班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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