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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天恩師德，老前人、袁前

人、陳前人慈悲，地方點傳師及忠恕

學院點傳師的栽培，讓後學得以在忠

恕學院高級部成全學系學習到許多成

全與度人的技巧，了解並學會運用「真

理」去啟發眾生的善性。而課程中研

讀的《人生路這麼走》這本書的內容，

正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探討修道所應具

備的涵養。

前言

人生路有千百條，選擇哪條隨君挑；

天堂地獄兩界連，成仙成畜隨人願；

若錯毫厘謬萬千，臨淵履薄戰兢兢。

《人生路這麼走》這本書中，談

的是積極入世的道理，書中篇篇文章

中的故事，提出許多見解讓我們參考，

教我們走正確的路，避免誤入歧途，

以免毀了一生；並指引我們隨緣成長，

培養智慧，走向成功的人生。就像修

道一樣，要秉著真心誠意來待人和修

持，否則一念偏差，恐將墮入惡道致

萬劫不復，故須抱著戒慎虔誠的心認

真生活，努力修行。

見證道的尊貴

上天借業力顯道

早後學好幾年求道的妹妹，對道

非常虔誠，當她帶後學去求道後，就

經常催促後學要去參班、要趕快清口。

以前後學非常無知、無明，傲慢又自

大，總以上班忙碌、下班要帶小孩又

要做家事為由而拒絕，妹妹當時真拿

我沒辦法！

人生因修道而轉變
◎ 林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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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年，妹妹隨妹婿全家移民

美國，她仍經常打電話勸在台灣的後

學：「要參班、要吃素。」後學仍舊

不為所動。

直到妹妹在美國連續發生兩次重

大車禍，讓她由一個健健康康的人變

成四肢僵硬、不能走路，生活更無法

自理，三餐得靠妹婿餵食，更無法照

顧兩個幼小的兒女。她不僅在美國看

了許多醫生，甚至多次回台灣，北、

中、南部到處求醫就診；只要有人介

紹某某醫生好，天涯海角不管多遠，

千里迢迢都跑去看病，但都沒能醫好

病。為此妹妹及家人都非常著急，不

知該怎麼辦才好。

有一次，她又回台灣治病，表弟

看她坐輪椅不能走路，就跟她說：「妳

吃了那麼多年的素，沒有營養才會病

成這樣，妳就不要再吃素了！」

妹妹說：「我這是業力現前，以

前不知吃了多少眾生肉。今天就是病

死了，我也還是要吃素！」看她堅毅

的表情及對道永不退轉的信心，真令

人動容。

妹妹仍舊常常提醒後學，要去參

班，才能明理；但想想她在美國度了

那麼多人，有些甚至已成點傳師、講

師，而今還讓她遭遇這麼大的劫難，

幾乎要了她的命！後學懷疑一貫道真

的有那麼好？當然不可能去參班。

妹妹打電話給在台灣的蔡春綢點

傳師請示：「我以前可以去成全度人，

並且可以去機場接道親來 堂參班，

現在卻連走路都不行，什麼都不能做，

都快變成廢人了！怎麼辦呢？」

蔡點傳師慈悲說：「妳還有一張

嘴可以說話，仍然可以成全度人呀！」

妹妹很聽點傳師的話，此後幾乎

天天自美國打電話給各地的親友，包

括在台灣、在中國大陸的親戚、朋友、

同學，成全他們要趕快求道、吃素。

而妹妹打給後學的電話更是頻

繁，三天兩頭的，常常在電話中講道

理給後學聽。她知道後學很鐵齒，所

以常常電話一講就是半小時、一小時。

後學跟她說電話費很貴，她都說在美

國用電話卡打很便宜，一再地催促後

學要吃素、聽道理。

妹妹生病時，據她說，全身都像

被撕裂般地疼痛，她只能忍、忍、忍。

而她不顧自身的疼痛，仍舊不斷不斷

地成全度人。

真的，有愿力就可以化解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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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了兩年多，她終於遇到貴人，有

位韓國醫生，教她要做腹部按摩，並

吃新鮮的水果蔬菜汁以及五穀雜糧。

如此經過一年半下來，終於治好了她

的病！

看她曾經病得那麼嚴重，不能走

路，到現在病好之後，居然能活蹦亂

跳，走起路來甚至比後學還要快，這

真是奇蹟呀！記得她以前回台灣看診

時，後學牽她過馬路，每當綠燈時開

始走，還沒走到一半，就快要換紅燈

了，真是急死人了！現在竟痊癒了！

妹妹的健康能恢復，真是感恩！

從妹妹的生命故事，示現了業力

的可怕，也讓後學見證　老 真是法

力無邊，以及道的殊勝。至此後學才

開始願意接近道場參班及茹素，這是

後學人生的轉捩點。

學做自己勤度眾

天恩師德助顯化

從中級部結業後，妹妹一再地勸

後學要上高級部，她說：「在台灣修

道真是幸福，可以由初級部、中級部

再到高級部進德修業，在國外還沒有

這麼完整的學習制度，所以要把握機

會好好學習成全度人的技巧，因為還

有很多至親好友沒有求道、吃素。」

後學在高級部讀到《人生路這麼

走》這本書，學到要老實做自己，要

依自己的因緣去實現人生，依自己的

特質去修行、去學到度人的技巧與方

法，智慧也被啟發，後學因而成全了

一位坤道道親吃素。

這位坤道道親叫阿惠，從小跟著

媽媽到各大小 堂參班、幫辦，也有

吃素；長大結婚後，因夫家吃葷，她

也跟著開葷，從此再也不肯素食。她

媽媽對道非常虔誠，是後學的引保師。

當引保師生病住院時，後學去醫院探

病，阿惠很孝順，也陪侍在側照顧著

媽媽；言談間，她媽媽告訴後學：「我

最擔心的是這個大女兒再也不肯吃

素。」看望過她媽媽後，後學告辭出

來，她也禮貌地陪後學走出病房，一

面說：「我媽媽也真是的，我現在常

常要跟客戶吃飯談生意，怎麼可能吃

素！」她是個珠寶鑑定師，珠寶買賣

的生意做很大，是個女強人。

離開醫院後，在路上後學心裡想

著：她媽媽一直對後學很好，但後學

以前卻都被無知無明所障蔽，引保師

為了成全後學，也費了好幾年功夫，

後學心中一直很感激；如果有一天後

學開設 堂，第一個一定先成全她女

兒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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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媽媽住院沒多久就往生了，這

個病來得急，她媽媽去得也快，讓阿

惠措手不及，非常傷心、難過與不捨。

後學常常去探望、關心她，陪她一起

懷念她媽媽；漸漸地阿惠也會把生活

上的苦悶，與生意上遭遇到的煩惱向

後學傾吐。後學就藉機把在成全學系

聽到的道理用來開導她，並把《人生

路這麼走》這本書中所提，解決困擾

與煩惱的方法告訴她，幫她解決困擾

與煩惱；與阿惠交流越多，深入其生

活圈後，也和她的家人建立深厚感情，

形同一家人。

後學家開設 堂後，常常邀請阿

惠來參班，她都推說：「生意很忙，

沒空！」再跟她說：「來 堂聆聽點

傳師或講師講道理，可以有智慧化解

煩惱。」她還是說沒空。

後學不死心，仍時常關心她，邀

約她來參班。有一次，後學跟她說：

「來 堂參班的道親中，有好多位以

前跟妳媽媽很熟、很要好，也都認識

妳。他（她）們都很想再看到妳，妳

要不要來幫我招呼他（她）們？」她

同樣有理由拒絕：「感冒，沒辦法去

參班。」後學雖有點氣餒，但仍時時

對她噓寒問暖，不願放棄！

終於有一天，阿惠來 堂參班

了！正在等待開班之際，她居然在課

堂的黑板上看到她往生媽媽的影像對

著她微微一笑，霎時讓她非常驚訝與

激動！她告訴後學，後學也覺得這真

是太神奇、太不可思議了！

阿惠很思念她媽媽，也知道媽媽

生前一直希望她能再吃素。下午參完

班回家之後，她馬上將冰箱所有的葷

食處理掉，當晚就開始吃素。是　老

慈悲顯化，讓她看見往生媽媽的影

像，也有可能是她媽媽在天之靈暗中

相助！終於讓一顆頑石點頭，阿惠終

於願意吃素了！　天恩師德，讓後學

真是既感激、感恩又感動！

阿惠的兒子非常優秀，研究所畢

業沒多久，就被大企業派駐至上海分

公司，並且娶了上海姑娘為妻，不久

妻子也懷孕了。因大陸沒有健保，媳

婦來台灣待產，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

男寶寶。因她媳婦是獨生女，生產後，

媳婦的爸媽由上海來台灣看望寶貝女

兒及剛出生的外孫，阿惠介紹她媳婦

的爸媽跟後學認識，也一起去素菜

餐廳吃過幾次飯；由於阿惠現在知道

「道」的寶貴，希望後學能幫忙成全，

度化媳婦及媳婦的爸媽求道。後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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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她媳婦：「我們不可能一天 24小時

都照顧著小孩，小孩帶去求道後，有　

老 娘庇佑，比較好帶。」經阿惠的

努力及後學不斷敲邊鼓成全之下，在

阿惠孫子滿 4個月，親家翁及親家母

再度來台灣探望女兒及孫子時，找到

一個時機請示點傳師後，阿惠的媳婦

帶著小寶寶及父母一起求道了。

阿惠的父親以前不接近道場，也

不願意參班；現在的阿惠很精進，每

次 堂有班，她總會帶著 80多歲的父

親來參班聽課。

隨機度化

依緣成全

教插花的富美老師是後學多年的

好朋友，平日也幫後學服務的機關首

長辦公室插花，我們都是花藝的愛好

者，由於志趣相投，很聊得來。

後學常常跟她提到要求道、吃素，

她總說：「公婆不能三餐無肉，她要

做飯給公婆吃，所以無法吃素。」她

不太信鬼神，有點鐵齒，總認為只要

心地善良，不要去害人就好，何必吃

素、求道！這期間後學常拿好吃的素

食餐點請她品嚐，要讓她知道素食料

理中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並拿了好

幾本素食食譜給她，教她照食譜試著

煮給公婆吃；更時常拿一貫道叢書，

如：每期的〈基礎雜誌〉及善書給她

看，告訴她：「經常看聖賢書，碰到

不知該如何處理的事情時，書中所傳

達的智慧，常會浮現出來指引我們，

深入經藏就會智慧如海。」

每遇到地方舉辦自強活動或戶外

聯誼，後學也會邀約她一起參加，並

事先與資深道親講好，請她們一路上

幫忙成全；也常約她去賞櫻、踏青、

野餐、看展覽，或去素食餐廳吃美味

的料理。她是個人才，又很善良，如

果能求道，將來必能成為道場中的棟

梁，因此後學一直很想成全她，但度

了十幾年，似乎都沒能感動她，讓我

幾乎想要放棄！

直到有一天早晨，後學一進辦公

室，她就跑來找後學說：「怎麼辦？

怎麼辦？媳婦昨天跟我兒子吵架，一

氣之下，就帶著寶寶離家出走了，已

經一天一夜了，都沒有消息，怎麼

辦？」這件事發生在 2、3年前，當時

報紙上常登載年輕媽媽帶著自己小孩

去自殺的消息；她越想越害怕，擔心

到睡不著，因此服了安眠藥才能入睡；

第二天，頭腦還昏昏沉沉的，就急忙

跑來找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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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只

能告訴她：「這事似乎不是我們人力

所能掌控的，不如後學帶妳去 堂燒

香叩求。」她答應了，於是利用中午

休息時間，後學帶她去 堂拜拜，叩

求濟公老師慈悲，保佑她媳婦及孫子

母子倆平安，她同時也許了願。

到了下午 3點多，奇蹟出現了，

她打電話給後學說：「已經有媳婦及

孫子的消息了，她倆都很平安！」

她喜出望外，心中一塊大石頭終於放

下！真是感恩濟公老師慈悲庇佑！若

非　老 及濟公老師慈悲護佑，事情

怎能如此順利解決！過了幾天，剛好

地方有 堂要辦道，她終於帶著媳婦

及孫子三人一起求道了。

又有一次，她再來找後學，主動

要求後學帶她去 堂拜拜叩求。原來

她補過頭了，吃了某種知名健康食品

之後，自己身體內的細胞互相排斥，

導致渾身無力，身體虛弱到不能走路，

必須住無菌病房並打針治療；醫生說

一個月最少要打 4針，情況才可能稍

微改善。這種針藥很貴，光打 1針就要

6萬元，還不包括其他醫療及住院費。

後學也是利用午休時間，再帶她

去 堂叩求。後學問她：「是否有許

諾　老 的話沒做到？」原來上次她

叩求並許願要求道及吃素，但她只有

求道卻沒有吃素。

這次，她很真誠地叩求之後，只

打了 2針，在台大住院半個月就出院

了。出院後，她終於真正茹素了。

學習歷練與成長

行功立德把愿了

由於過去的無明、無知與愚昧，

讓後學深感慚愧與懺悔；於明理後，

才體悟到成全度人的重要，發願要學

習妹妹及引保師的精神，努力學習度

人及當別人的貴人。

曾聽聞老前人慈悲開示：「一個

人能得到三寶心法，都是帶著　老

的天命而來人間的，因此除了要有豐

富的道學素養之外，還必須『正己成

人』：

1.	 正己：即勤修身。提昇自己的內德，

多讀聖賢書，勤反省，多懺悔，改

過自新，一切行為都要合乎理。

2.	 成人：即成全度人。自己得了道，

需將道理宣揚出去，將眾生引迷入

悟，喚醒良知良能，讓眾生都能明

理，化惡為善，淨化社會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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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自無始劫以來，生死輪迴轉

變不息，因果循環，善惡相報；因為

無明，所累積下的累世冤愆罪孽，難

以估計，師尊曰：「幸得上天大開普

度，要努力行功立愿，以功德來抵償

業障。」因此，懂得走入眾生（人群），

才有聖業。沒有行功立德，業力不能

消。我們在求道時，就立了十條大愿，

立愿也要了愿；所以要把握機會，隨

緣度化，讓眾生都能找到回理天的路，

這也才能成就自己。

立愿了愿的重要，就如同我們坐

車要車資；而想要回理天，難道不用

準備回天的資糧？濟公老師擔心我們

這些徒兒，若無真功實善，無法回理

天，因此叮嚀我們回理天的五項修練

是：必須堅持好的「德性、戒律、心念、

愿行及火候」。

或許每個人在成全度人的過程

中，會遇到挫折及阻擾，但我們要勇

敢面對，發揮所學及上天所賦予的智

慧，一一加以克服。所謂「人有目標，

千斤重擔都能挑；如果沒有目標，一

根稻草就能讓你彎腰」，有了目標，

就沒有你不能度的人。

如果知道「道」好，卻不去度化

成全、代天宣化，就無法行功了愿，

那麼 6萬餘年的累世業力又該如何消

除？所以要加快腳步積極度人；因為

天時緊急，天災人禍一層一層迎面而

來，　老 娘及濟公老師都非常憂心

徒兒們無法返回理天。那要如何替師

「分憂解勞」？就是度人成全，才能

行功立德，做好一貫弟子應該做的本

分事。

後學再分享地方單位成全小組所

成全的江女士的故事：她來 堂參班

2、3次，之後就沒再來。一問之下，

才知道她先生生病住院，她必須在醫

院照顧。後學知道後，找了幾位道親

一起去醫院關心，原來她先生得的是

糖尿病，蠻嚴重的，醫生說必須截肢。

江女士跟先生感情非常好，她之前都

是去宮廟求神問卦，並求符水給丈夫

喝，希望能治好丈夫的病，讓他不必

截肢；但似乎都沒有用，江女士心裡

既焦急又惶恐，不知該如何是好。

成全小組得知後，常常去醫院關

懷探視。後學每次去探病，都會帶

茶去，叫她給先生喝一些，另外留一

些用棉花棒擦拭腳上的傷口；並勸她

及先生要趕快來求道、吃素；並成全

她到 堂拜拜，叩求　老 慈悲保佑；

因為一旦她先生截肢了，將永久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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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生活。她聽了之後，趕緊來 堂

叩求。

她先生住院期間，小組成員們常

常帶水果及素食點心去關心。經過 3

個多月之後，有一天江女士打電話給

後學說：「不用再到醫院來探望我先

生了，我先生腳上的傷口有慢慢在癒

合，醫生說不用截肢了，以後只要按

時回診，並服藥控制即可。」她非常

高興，也感謝　老 的慈悲撥轉，丈

夫才可以不必截肢，由此她也體會到

「道」的寶貴與殊勝。當先生稍微能

走動，便趕緊扶著先生並帶著妹妹 3

個人一起來求道；現在只要 堂有班，

她都會帶著先生及妹妹來參班，從不

缺席，非常虔誠。 

結論

感恩上天慈悲降道，感恩師尊、

師母歷盡千辛萬苦把道傳承下來，感

恩老前人、袁前人慈悲，離家捨業，

由中國大陸將道傳過來！感恩老前人

犧牲奉獻、大公無私，讓後學們有道

可修，藉修道行功立德。今天道場能

順利運作，是諸天仙佛在打幫助道，

所以對道要真誠，要全力以赴。

我們也是受祖先庇蔭，才有福氣

得道，所以要佈德，讓九玄七祖都能

沾光。在人生路上，我們要努力成全

度人，因為人不能只為自己而活，同

時也要為利益眾生而努力。在這變動

的社會上，我們要做穩定的清流，效

法彌勒祖師的慈心悲愿，度盡有緣的

眾生。

命再好，錢再多，也要好好修道、

成全度人，把它作為人生的目標，讓

彌勒福音滋潤眾生。

最後以古賢詩句作為結語：

明理實修勤度眾，

道真理真天命真，

言真行道大道全，

實地修起三寶路，

替師走馬把道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