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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防疫期間，為配合政府政策及維護個人健康，基礎忠恕道務中心也立即

宣布暫停開班與舉辦活動；但停班不能停止精進與修持，如何在不碰面

研討或開班的狀況下，道親間仍能互動與互勉，各單位也超前部署、各

有創意地運作。瑞周天達單位尹順隆點傳師慈悲透過 LINE群組，讓講

師們針對目前所遇到的疫情抒發關於「清倉與斷碼（short in size，尺碼

不全或缺碼的意思）」之心得，並利用 LINE群組語音通話之功能，召

集大家遠距互動研討。特精選部分講師的心得，與讀者們分享。

※尹順隆點傳師

這次的新冠狀病毒（COVID-19）

疫情蔓延，我們應該都有很多啟發。

所謂「清倉」，就「天」而言，上天

是老闆，我們如何理解這時下光景，

為何是在此時機出清存貨？

其次，就「人」而言，我們都是

商品，尺碼不一，工廠出產時的品管，

本來都是完美的新品，然為何會成為

「存貨」？甚至流落拍賣？

最後，就「事」而言，清倉的決

定，關係著老闆的成本，商品本身沒

有決定權，無論是促銷、降價，時間

緊迫，能回收多少是多少！

我們不過是「斷碼」不全的存貨

（餘蘊），能最後一刻賣出，表示我

們還有價值，還能回收些成本！

◎ 瑞周天達單位提供

防疫省思
清倉與斷碼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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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美

「清倉」商品與「斷碼」商品的

不同，可能僅在一線之隔，它是一個

「時效性」的價值問題。「清倉」商

品若非一開始即是瑕疵品，便可能是

歷經過「斷碼」時期的商品。「斷碼」

商品若時久乏人問津，存在到最後只

是耗用空間，終究會遭受刷洗淘汰，

而淪落「清倉」一途。

吾人都是具足良善本性的個體，

沒有人一開始就是 NG（有缺陷）的。

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

周書》，此時身為「斷碼」商品的我們，

也不能鬆懈、消極，或存有僥倖心理；

反之，當學習先聖先賢在德業上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甚者，把握時機、

創造自身價值，方能力挽狂瀾。

世上任何的存在都有其意義，上

天留我，亦然。故在此際，我們要去

思考的是，上天留我，祂的旨意是什

麼？〈請壇經〉說：「遇難救難，遇

災除焉，遇善相助，遇事相辦，大

劫遠退，星曜靈官⋯⋯」，此白陽

四遇，承擔是使命，過程是試煉，也

是自我了斷生死，扭轉乾坤之契機。

此時此刻我們正值白陽時期的黃金時

刻，我們不當耗占寶貴時空的冗員，

期許自己從斷碼商品成為這世間的鎮

店之寶，若成不了人間的鎮店之寶，

也願意成為苦海眾生的那根浮木。

不期待彩虹的來臨

只盼早日雨過天晴

因為還有一群

善良的家長們

純真的孩子們

初嚐道味的新民們

等待著我們

願上天慈悲憐憫

※尹鳳如

有偈曰：「西天不留一佛子，上

天不留一菩薩。」諸天仙佛全倒裝下

世；末後一著也明白提示，三千弟子、

諸般星宿同助三佛，辦理收圓，普收

原靈佛子，使心性未明之餘蘊子能識

得回鄉之路，超生了死，早日回故鄉。

明師一指，讓我們找到真心，真

心不生不減，本自具足。知道要修道，

不能把妄心當真心，又把妄心拿來困

擾自己、障礙自己，造下輪迴種子；

故借這世殊勝因緣，清除內心深處的

污穢、去除八識田中累世帶來的種子，

一世修一世成，恢復本來無一物的天

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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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難揣測，不管清倉時期或斷

碼產品，只能把握當下，真修實煉；

修道不在長而在深，行深時生死自在，

達本還原，回歸無極理天。

※林進財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斷碼」

的，才來人世間學習，因為我們有太

多的不圓滿，累劫以來的習氣毛病，

蓋住我們本自具足光亮的寶珠，才流

浪生死，成為找不到家的遊民（佛

子）。但很幸運我們求得了道，知道

回家的途徑，只是我們沒有用功、認

真地走而已；這條路在每個人的心裡，

從兩邊去擇其中，從對待中提升到無

對待，把自己的習氣毛病清倉，而後

能轉化為「無碼」。

※陳政賢

「清倉」，表示不留一物，在修

行上意謂著西天不留一佛子，通通下

凡打幫助道。

「斷碼」，表示再沒有其他一樣

的，別無選擇，是獨一無二的。

清倉之後便就是清算，總結累世

修行的善惡業報，清查修行的火候、

體悟的深淺、行道的功果，然後安功

定果。

人看起來差不多，但每個人的

DNA卻都不一樣的，生命的軌跡、人

生的閱歷、對於生命的肯定與熱情，

也會十分不同。既然生命不會重複，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活成很像其他人？

而不是活得很像自己，那個獨一無二

的自己。

後學前幾天在大賣場，買到一件

不只斷碼而且是唯一的衣服，特別開

心。只要認清自己、定位在對的道路

上，專注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生命也

可以很開心。

※陳筱君

以宏觀角度而言，世界局勢越來

越嚴峻，上天此刻正在清倉；諸如去

年澳洲大火延燒數月、今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遍布全球等等，無不對地球帶

來極大災難、也造成人類對傳染疾病

的恐慌，同時更印證了天時的緊急。

以微觀角度而言，時值天開科選，

上天對斷碼的我們進行了各種考驗，

如果修道人有習性卻不知清理，不重

視修道工夫，那就十分危險了。簡言

之，我們不但要「去彼取此」，除舊

布新，更應珍惜來自上天所賦予的獨

特性，找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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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云：「德不孤，必有鄰。」

大家為共同的目標一齊努力，所謂「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

卦》也！

※尹鳳農

三期末劫，正是善惡分班，修行

成果的總體檢。上天的每一次考驗，

恰恰印證道劫並降，考驗每個人是否

有真修實煉的工夫。《彌勒救苦真經》

云：「每日志心常持念，三災八難不

來侵，要想成佛勤禮拜，常持聰明

智慧心。」上天在大清倉，只要依道

而行，就能躲災避難；而清倉之時，

正是每一位修道人要深刻反省，重新

找回自己定位的時機。

所謂「危機即是轉機」，讓我們

重新再整裝出發，檢驗自己不足之處，

用有限生命創造無限生命的可能。

※陳麗玲

後學想起一首道歌〈斷線的風

箏〉， 我們每個人的靈性都是來自於

上天，在這五濁惡世裡浮浮沉沉，經

過了累生累劫。由於上天恩德，因為

求道了，我們現在不再是斷線的風箏，

有一條金線牽著我們，我們一定要捉

好、要好好把握。

現在社會風氣敗壞，災劫一層一

層地撲向我們，然而上天不忍玉石俱

焚，我們能夠有殊勝的機緣求道、修

道，更要行道。上天藉由各種考驗來

測試我們的修為，我們更應檢視自己，

修道修心，內聖外王，才不會辜負了上

天給我們這麼好的因緣。

※簡琬婷

每一次的災難禍事，都像是上天

在「清倉」，正善惡淘汰之際；而我

們每一個人都是「斷碼」商品，斷碼

的意思就是尺寸不全，無法提供完整

的貨源，就像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完

美的、都是有瑕疵的，而缺碼愈多的

商品，就愈容易被清掉。

今天每一個求道的人最幸運的

是，我們認知了自己的不足、明白了

人生的真諦，因此可以透過修道及不

斷精進，找回一些缺漏的尺碼，讓我

們在這如同大清倉的末劫時期，能多

一些存在的價值，為上天做事，打幫

助道。

※尹義松

「斷碼」表示只此一件，別無相

同物品的意思，意指每個人都是獨一

無二的個體。「斷碼」的貨品，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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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換貨的售後服務，如修行者，當

我們處在艱難環境，上沒有點傳師引

領、旁沒有同修為伴，我們是否能獨

力自主地堅守信念、不停修持，這是

我們要省思的。眼看這世界巨變將近，

我們做好單兵作戰的心理準備沒有？

※謝登賀

站在商人的角度來說，斷碼的商

品是不易銷售的，也許是瑕疵品、有

缺陷的，是列入優先賣掉的對象，不

同於全碼商品，可以等待賣出較好的

價格。現在的修行隨著天時急迫，災

難越來越多，一次比一次嚴重；天時

急緊，災難不窮，沒有修好的斷碼，

是不是該有所警惕？

※簡嘉伸

斷碼、零碼，都是獨一無二、僅

存的商品。每次出清大拍賣，也是為

了讓這一批批已難以銷售且乏人問津

的庫存商品，降價以售。唯有幸福的

那一個商品，遇見了合適的買家，才

能順利出售，不然也僅是看看而己，

或是嘆息、抱怨以對。

我們都是一個個「斷碼」的商品，

有著獨一無二的個性，與不太相容的

稜角。若是能把握機會服務眾生，也

就能實質發揮生命的價值；在合適的

時機，用合適的方式，展現自己的功

用，在末法時期行功了愿，「成功出

貨」。若是逐漸減少了那些稜角，改

善脾氣毛病，從「零碼」變成全適用

的「一碼」，時時都是利益眾生的好

商品。

※林朝壬

三期末期大清算（似上天清倉），

我們就好像是斷碼商品。道場上有很

多事務，不可能等我們準備好了才開

始；修道也不可能準備好了才修，因

為劫煞不可能等人準備好了才來。

人生無常，世事難料；在末後一

著，災煞遍佈之際，各個皆要居安思

危，時時皆是在大清大算，惟有培功

立德來保護自己，斷除邪思邪念，清

心寡欲；把握這次三期大開普度的機

緣，好好行功了愿，度人度己，才能

圓滿光明自性。

※柯承昌

斷碼商品是不完整、有瑕疵的商

品。清倉是清理倉庫、出清商品的意

思。近日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瘟疫、

蝗蟲災害接二連三而來，不只影響了

大眾日常生活，更奪走幾千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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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提醒並警惕人們，過去的生活是

不是破壞大自然太多了？這次是大自

然的反撲與警告！人們破壞大自然的

力道，最後反噬到全體人類身上了。

不管將來疫情怎麼走，唯有全體人類

要共同努力。

對修道者言，有形環境雖然改變，

要省思自己的修道信念是否堅定。個

人仍然有許多習性、脾氣、毛病待去

除，好比是一斷碼商品，再不精進，

可能很快地在上天清倉的過程中就被

出清了。就修道環境而言，成己度人

是修道人的職志，當遇到環境驟變，

是否有勇氣不改愿行呢？在此時刻，

讓我們更集中智慧，整裝待發，相信

上天是慈悲的，相信一定有雨過天晴

的一天。

※陳阿敏

每每到換季或年終，常見商家百

貨掛布條或廣告──「清倉大拍賣、

結束營業大拍賣一物不留⋯⋯」；有

形之物清倉易，而眾生人人皆有一個

無形的大倉庫（第八識阿賴耶識），

當中累積多少無明、三毒習性，要清

倉實非易事。

求道表文上說：「突破塵緣，醒

悟迷津。」眾生都迷失在五蘊及六塵

相中，以五蘊為我，六塵相之心為心，

所以成了斷碼一蘊子殘靈，流轉在生

滅幻相中，無法突破，致使輪迴生死，

忘失本來面目。今逢大道，得受明師

指點，是轉化良機，當把握修辦因緣。

辦道須大家一心共辦始成；但修

道卻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自我奮

鬥，無人可幫；唯有在日常面對萬事

萬物中，不雜識心，無取捨欣厭，照

破五蘊皆空，當下即入清倉之契機了。

※曾檳檳

「斷碼」字面上是零碼的意思，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許多有形有相

的物品在一開始都有各種不同種類或

號碼，但隨著時間，漸漸地可能就會

變成斷碼商品。這些是有形有相的物

品，如果回到物品的實相，最後本質

都是空。

而我們有形有相的肉體都是斷碼

品，上天藉著清倉的機會，讓我們從

外學習，並從內覺醒人人本自俱足的

靈性，學習跳脫斷碼的限制；並警示

我們要把握機會借假修真，借著自己

這個斷碼商品與上天清倉的時機，更

進一步自我覺醒，超越斷碼的罣礙，

進而恢復靈明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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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廷

清倉時的斷碼商品，往往都是被

低價特惠出售，如果是在這樣的狀況

下被便宜售出，價值貶損甚大；但若

是斷碼商品數量多時的清倉，可能就

會有一場盛大的特賣會；在特賣會中，

斷碼商品還是有機會被以較高額的價

格售出。

像是某些特別的賣場，販售的皆

是過季名牌商品，將之折價出售，而

價值原本就高的名牌商品，即使斷碼，

還是有著一定的價值。所以我們要成

為一群有價值的斷碼商品，將自己的

售價提高，此外還要聚集同修們一起

來開特賣會，讓大家都能有不被輕賤

的價值。

※吳佳祐

常聽到「無常」一詞，但沒有遇

到時，總是覺得離我們很遠；「無常」

其實是日常一環。我們以為會日復一

日正常運轉的道務、開班、度人成全

的機會⋯⋯，在「無常」來時，可能

就變得困難、不再有機會了。

正如同常聽到的「天時急緊」一

詞，往往我們並不放在心上，甚至覺

得是老生常談，然而在數位時代加速

的步調之中，上天的清倉也是說到就

到，超乎人的想像，即如清口愿文談

到：「目下天時緊急，大劫臨頭，正

善惡淘汰之際。」正在眼前示現。

清倉，是源於人心的敗壞與業力

感召。人人在世間輪迴，不斷造作，

積累了各種習性、脾氣、毛病，即如

同零碼的商品，有些可能有瑕疵，有

些已退流行，有些只能報廢；但每個

零碼商品，若能被合適的人買到，就

可變得便宜又實用，重新發揮價值。

在此清倉時刻，如何發揚本心的

善，以道心化解劫難，正考驗每一個

修道人的智慧。

※吳佳怡

我們何其有幸，在這末法時期能

夠得到這寶貴的大道！得道四難，而

今已得；但我們是否有好好把握自我

的修行，同時又能夠度人呢？

「斷碼」代表之後不會再有，時

間到將全部清空，那我們有什麼曾經

留下？是否有做過什麼樣的努力？為

了誰而努力？自己又提昇了什麼？還

是庸庸碌碌就過了一生，還沒自我覺

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