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柬埔寨心靈成長班
線上聯合法會紀實 （下）
◎黃秀琴
（接上期）

有佛性種子，但不修不會成佛。如何
成佛？透過求道、修道、辦道，究竟

真修實辦

圓滿，方能成佛。

從 早 上 到 現 在， 一 連 串 的 法 語
滋潤，種在我們的意識田中，是未來
的基礎。我們要運用這些根基，行持
出來，真修實辦，變成我們的道力。
接下來是王正榮點傳師慈悲賜導「真
修實辦」專題（天惠

堂蓮芬前賢翻

譯）。
王點傳師在前言講述：「石中有
火，不打不發；身中有佛，不修不成。」
石頭相碰，會碰出火花，反之沒有碰
撞、激勵，就不會有火花。每個人都

我們走上修行路，須了解修行的
過程，修行的過程分成四部分來說明：
求道得道是起始、學道修道是修內功、
辦道行道是行外功、了道成道是終極
目標。
如何「學道修道」？就是改脾氣
去毛病，也就是自度，內證佛性，這
是內聖。進一步「辦道行道」，救度
眾生，化導眾生，是度化，外建事功，
這是外王。師尊、師母為我們示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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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德行風範，修道要學師母，以身

心」。知過必改謂之修，思想、行為、

作則，默培內德；辦道要效法師尊，

言語有偏差，就要調整。修心主要是

以德化人，多跑多辦。

修回本心，本心是真心、是佛心。為

「真修」：道要愈修愈堅，德要
愈修愈圓。內德外德要圓滿具足。要
修到道堅德圓，就要不斷地學習、不
斷地修辦。是以人生很重要的目標在
於學習。學習就是學道修道。學習有
幾個重點：
1. 學習三寡以養身養心。三寡即寡
欲、寡言、寡思。寡欲就是格物，
可以養精。寡言就是止語，可以養
氣──浩然正氣。寡思，可以養神。
2. 學習三素以養德養慧。三素即身
素、口素、心素。身素就是行為乾
淨磊落。口素就是出入清淨無染。
心素就是意念潔白無瑕。

心修善，令人安樂；自心造惡，令人
受苦；苦樂是心造成的，也是一切禍
福的種子。故真修要修心，修心要治
心。佛家言：「佛說一切法，為治一
切心。」把修心的道理，用在生活上，
可以涵養德性。
「實辦」：行道要落實，辦道要
盡心。行道就是「立愿了愿，博施濟
眾」。辦道就是「度化眾生，成全眾
生，使命必達」。
我們在道場要帶領道親從「心性」
上下工夫，去涵養「內德」，也就是
帶道親明理。再來，讓大家知道什麼
是「生命真正的價值」？即恢復本來

老前人說：「不會要趕快學，學

面目，成仙成佛。要走入人群、服務

會就要趕快去做。」如何做？依照活

人群，度化眾生，這是了愿。帶領眾

佛師尊的慈勉：「有學習才會增加內

生有兩個重點：帶眾生明理、帶道親

涵之豐裕；有用心才會契入智慧之道

了愿，如此就是菩薩行者，就是修菩

理；有大愛才會發揮心靈之美麗；有

薩道。

感恩才會充滿無限之法喜。」因此，
一個真修者是越修越低心下氣，這是
成就智慧力：智慧能度脫苦海，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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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要修心？因一切善惡皆出自心。自

在道場上，要分工合作，同心協
力，輔佐點傳師推展道務，因此：

彼岸，也就是理天，就是成仙成佛。

1. 要端正自己的言行，化解誤會，小

所 以 濟 公 老 師 告 訴 我 們：「 修 道 修

誤會招致大禍，人不和會毀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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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以大體為重，相忍為道，不發脾
氣考道親，不嫉賢妒能而擾亂道
場。
3. 要寬宏大量，勇於接受建言，低心
下氣，和氣呈祥，以宏揚大道。
4. 辦道務，心要大，但不可汙穢摻
雜。心要細，但不可苛薄一切。志
要大，但不可心高氣傲。志要堅，
但不可任性放縱。

心靈迴響
法會至此，學員對一天的法會有
否領會？心靈迴響是讓學員可以抒發
的時間。各

堂現場心靈迴響 20 分鐘

之後，再線上合班心靈迴響 30 分鐘。
以下是心靈迴響線上合班分享內容。

※ 天金道院 庭束欽
我們是修道人，要實實在在。不
管走到哪裡，要以身作則，真修實辦，

在運作道務上，活佛師尊勉勵的

不要做表面功夫。例如：點傳師及壇

話，就是我們依循的方向。做好標杆，

主在的時候，我們很努力修道；當他

帶動道親同修共辦。

們看不到的時候，我們所做卻不合乎

1. 有施予才會累積未來之福氣。

道，這樣是不對的，不是真正的修道
人。濟公老師說：「我們修道修心，

2. 有溝通才會解開心中之難題。

辦道盡心。」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心

3. 有諒解才會維繫彼此之情意。

合天心，要用佛心來對待所有的眾生。

4. 有承擔才會培養寬闊之氣宇。

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自己的行住

5. 有努力才會開創美好之佳績。
6. 有犧牲才會散發聖潔之光煜。（出
自恩師慈訓〈真修實煉十六條〉）
王點傳師在結語中說明三點：
1. 真修是智慧力的展現，即是增慧。
2. 實辦是慈悲心的流露，即是積福
3. 福足慧足是為兩足尊，即是佛。

坐臥、言行舉止要端正、要合乎道。
不管遇到什麼障礙，我們都要去
突破，修到最後一口氣，也不改變志
氣，所以修道要有誠心。就像蔡點傳
師講的：「我們走到哪裡，

堂也開

到哪裡。」點傳師常常告訴我們：「三
分誠心，七分感應；七分誠心，十分
感應；十分誠心，不求也應。」所以
只要我們發心、發愿、有誠心，仙佛
會幫助我們的。我們知道「道」很好，
基礎 e 誌

27

了解前人、點傳師的犧牲奉獻，要跟他

把一貫道傳遍天下，讓每個人都可以

們學習，效法他們，把大道傳揚出去。

求道、修道，一起來研究道理。

※ 天金道院 洪松楠

※ 明德

今天有這麼多點傳師慈悲，把這

很高興能參加法會！第一次參加

麼好的道理分享給我們，讓後學收穫

法會，學到一些道理，例如：佛規禮

非常多。最有印象的是「君子的條件

節的重要，沒有遵守佛規禮節，找不

與涵養」這堂課，後學覺得要學習君

到回天的路；如果想回天，我們應該

子的精神，就是要多聽、多學、多研

遵守佛規禮節。修道、辦道、度化眾

究，我們才能了解更多道理。了解、

生，這些都是我們回天的路。

明白之後，我們才可以把自己修養得
很好，而且我們也可以去度他人、去

※ 啟化

蔡點傳師非常慈悲、用心，對道
務這麼努力付出！蔡點傳師講的「修
辦歷程」讓後學知道，每位點傳師、
壇主與講師把道發揮出去、把道傳下
去，就是為了讓柬埔寨和整個世界受
到很多的幫助。舉例來說，後學之前
不會講中文，但求了道，有這個機會
來到

堂學習，懂了中文，也明白許

多道理；回家後，也可以慢慢研究一
些道理。跟著點傳師、壇主、講師的
腳步與精神，慢慢地往前，走下去，
所以一貫道非常重要！

堂 文麗娜

後學學道三年了。今天的課程，

度更多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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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道真

印象最深刻的是蔡點傳師慈悲分享，
有位前賢生了一對雙胞胎，其中一個
腦部有問題，這位前賢為救小孩，就
努力積極度人，將功德迴向給小孩，
在

天恩師德加被下，小孩病情日漸

好轉。後學很感動前賢為了救小孩，
發愿去做以前沒做過的事，父母的愛
很偉大！這讓後學想到自己的父母，
以前也是不信道，也不太信講師所說
的道理。曾經妹妹因得登革熱病重，
後 學 就 報 告 講 師 妹 妹 的 病 況， 講 師
慈悲教後學帶媽媽及妹妹到
老

慈悲、求

堂叩求

茶，並發愿度 50 人功

參加法會後，要把我們所學到的

德迴向。媽媽也發愿每月財施，買藥

顯現出來，以身作則，做一個榜樣，

品佈施；愿力抵業力，落實愿力以過

把道發揮出來。我們一起努力，一起

劫關，後來妹妹的身體也很快就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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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一切感恩

老

慈悲，感恩濟

※ 慈興

公老師慈悲撥轉，感恩講師慈悲教導，
感恩媽媽的愛。最開心的是，父母已
不再反對我們 4 個小孩常去
了。感謝

※ 天惠

堂學道

後學非常開心有這個機會跟大家
結緣分享心得。
蔡點傳師慈悲說：「走到哪裡，

天恩師德！

堂 蓮芬

堂 佳弼

堂就開到哪裡。」有
為有

堂就有希望！

堂很好，因
堂是很殊勝的

今天參加這個法會感到很榮幸，

地方，是有仙佛在的地方；而且讓人

很感謝各位點傳師慈悲賜導！感恩點

人可以求道、修道，並改變自己，能

傳師們慈悲的付出。點傳師們就像仙

夠改變自己的毛病、不好的地方。有

佛一樣，把仙佛的慈悲傳達給我們。

堂也能夠改變家裡，讓家庭和諧、

後學從求道後，就感受到我們人生不
能沒有修道，修道後才知道自己的人
生該怎麼做，才知道我們的心好不好。
以前沒有感覺到自己要會反省自己，
但是自從來到

堂聽道理之後，才知

道自己應該要會反省自己；就像點傳
師提到，人要活到老，學到老。雖然
後學還沒有真正知道「道」有多麼寶
貴，但後學也是一直學習。
點傳師們說，求道、修道可以超
生了死，可以讓我們歸空的時候身軟
如棉。後學看到後學的外婆和兩位道
親歸空的時候，身體真的軟軟的，證
明點傳師們所說的！後學可以知道，
點傳師們所講的都沒有騙我們。我們
要學習他們的付出與慈悲。修道修心，
在自己修行的路程要堅定。

平安，而且讓社會更祥和。
我們要遵守佛規禮節。佛規禮節
就像一條路，那一條路能夠讓我們回
故鄉、回到自己的家裡。遵守佛規禮
節，也能夠改變自己，變成好人。而
且不只是在

堂裡面遵守佛規禮節，

也要落實到生活當中，才是真正的改
變自己。
後學聽到一句話：「石中有火，
不打不發；身中有佛，不修不成。」
意思就是說，得了道以後，沒有修道
辦道，我們就不能成功。修道過程中
也要看我們的心，心能作天堂，心能
作地獄；心能作佛，心也能作魔。希
望大家每天都要反省自己，看自己的
心怎麼樣。最後祝福大家修辦成功，
很快找到自己的佛性。
基礎 e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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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學員分享心得後，再恭請劉

我們借假修真，用身體來修持我們的

定文領導點傳師慈悲結班賜導（先天

靈性，最後就能夠成佛，這就是以空

單位金邊堂張金妍前賢翻譯）。

靈觀念來超越您的生活。

劉領導點傳師結班賜導

提起您的喜悅心情，來洗去煩惱塵埃

今天在柬埔寨開法會，聽到修道、

如果每天都是法喜充滿，了解道

修持的道理，以後可以在當地辦道務，

理後，好好修持，去除煩惱塵埃，以

度更多的同胞。老前人曾說：「當地

後能夠成佛。我們大家都是未來佛，

人要辦當地的事。」柬埔寨的道務由

自己要好好地修持、體悟，我們每天

你們辦理。

的生活都會高興、快樂。

參加心靈成長班法會，就是希望
你們聽到道理以後，智慧由心裡面產
生出來。研究道理就是要各位明理，
明理才能夠實修。體悟自性本在自心，
不在外求。常常自我覺照，能夠去除
貪嗔癡愛、妄想、雜念。我們的心靈
自會清明、成長、提升。老前人有一
首〈光明偈〉：

提起您的光明念頭，來照耀您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如果有貪嗔癡愛、

※

※

劉領導點傳師期許大家經過這個
法會的道理研究，使自己心靈成長，
也能幫助別人心靈成長；自己站起來，
也能幫助別人站起來；自己成佛，也
能幫助別人成佛。即是己立立人，己
達達人。
最後是共同線上叩恩及辭駕，為
一天的法會畫下完美的句點。領導點
傳師、點傳師在法會中的教導言淺而

妄想、雜念，心裡沒辦法光明，就會

意深，無非是希望我們不要辜負

黑暗。如果能用光明念頭來照耀自己

恩師德，要真誠實修，進而度化一方；

的生命，我們的自性就會光明。

而我們在感恩與懺悔中，須立下高遠

提起您的空靈觀念，來超越您的生活
如果我們常常貪著在物欲上的享
受，生活就會很煩惱。人的身體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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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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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志向來樹立功業，為自己的將來開
創一片蔚藍的天空。（更多學員心得
請詳部落格）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