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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為大乃於能容百川
《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納
之。」
林則徐的一則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
立千仞無欲則剛。」
有容乃大出自於《尚書》。《尚書•君陳》：
「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
白陽的佛堂是現代的諾亞方舟。「佛堂」的功
能，不單只是在大浩劫來臨時躲災避難用，更應當
是在每位道親苦難需要幫助時，適時提出人道或精
神上的資助，「道」陪伴我們的生命過程，也藉由
佛堂這艘法船﹐時時刻刻在發揮它的效用；所以每
位壇主就像是仙佛的化身，時時尋聲救苦。
人有生、老、病、死的循環過程，在每個環節
上可能遭受到和所面臨的問題，是依個人的累世業
力、善惡層次不同而有所分別。佛說：欲知前世
因，今生受者是。「煩惱」它居無定所，窮人家、
有錢人家都可看到它的光臨，老人認識它，年輕人
也跟他交往，一惹上它失眠、悲傷、憂鬱都一起上
門，這時誰是聆聽我們訴苦最好的對象，給我們一
服清涼劑妙方，當然那就是永遠面帶微笑的──壇
主。
「壇主」的工作不只是早晚獻香、禮拜、叩首如
此，更像是土地公、城隍爺，擔當佛堂所在地點附
近眾生慧命的傳沿無斷線的引導者。每間佛堂的道
親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尤其在國外的佛堂，道親來
自世界各個國家，不同的族裔和語言，在美國洛杉
磯全真道院裡，道親族群來自亞洲的國家香港、菲
律賓、柬埔寨、越南、寮國、緬甸、中國、台灣；
語言也多采多姿有英語、國語、西班牙語外，還有
廣東話、潮州話、越南話，當有大活動時就必須安
排西、粵、越、英語的翻譯，因此，它的功能更為
顯著，是遊子的避風港，是倦鳥訴說鄉愁的殿堂，
是飽受風霜，歷盡滄傷鬥士的休息站。國外佛堂是
這群天涯遊子的老母娘家，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
都不斷的得到支援，素食的道親在這裡找到素食補
給站，可以吃到有媽媽味道的素食料理，又能參班
洗滌心靈上的汙垢，許多留學生在道院還可以諮詢
到當地的行政法律等等問題，不會在人生道路上迷
失方向。

壇主當如何護持法船。恭錄自《暫訂佛規》：
壇主責任：責任任能與選賢，財施竭力苦成
全，佛堂盡是自己事，生死禍福置一旁。
擔任壇主何等人合格：得逢天道有夙根，況任
壇主緣更深，欲得正人先正己，規戒須立志誠心。
壇主目的：目的了愿報天恩，助師救世化迷
津，首以仙佛為標準，略盡人子寸草心。
壇主須要：壇主須要弗可違，首重禮節與佛
規，尊師重道靈妙慧，責任全在自己為。
壇主功過：壇主功過一大堆，速使後學將家
回， 不然造盡瀰天罪，知了早展鵬翅飛。
壇主地位：即位壇主不非凡，標杆領袖且耐
煩， 能使有位還有德，否則怎列四八賢。
設佛堂的好處：
1.行功了愿機會增多：先天佛堂可以辦道渡
人，設研究班成全人，增加行功了愿的機會，亦助
他人修行，功德無量。在苦海中建造一艘法船，可
搭救無數眾生，行大功，立大德，證大品蓮（人間
一佛堂，天上一朵蓮）。
2.廣結善緣、佛緣加厚：時刻接受佛光普照，
加添智慧；莊嚴佛地，約束身心，對修持上有莫大
的幫助。
3.早晚叩頭，身心健康：早晚獻香，誠心禮
佛，淨化心靈；天天叩頭，促進血液循環，有助身
體健康。
4.仙佛護佑，遇難呈祥：佛堂皆有仙佛鎮殿庇
佑，常能遇難呈祥，化險為夷或減輕劫難。
5.擔當天職，玄祖沾恩：師云：『○○佛堂今
成立，天人同助一法船，九玄七祖一級晉，同沾天
恩浩無邊。』
我們經歷了無數世的輪迴，受過多少苦難一場
又一場，只為了等待末後一著來到，沾祖師洪光把
道揚。但是來到紅塵又迷失了方向，忘記曾經許下
承諾，在一場仙佛法會班中，活佛師尊慈悲帶一位
坤道亡靈結緣，這位坤道原是上天的仙女立愿下東
洲傳道，但受了後天氣秉影響，一直忙碌於學業，
當她在美國修完護理碩士畢業前，一場車禍天人永
隔，大夢初醒後悔已遲，在南屏山跪求師尊開恩，
來佛堂敘述自己的因緣，喚醒其他眾人莫再重蹈覆
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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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炎熱的晚夏，任職醫院的姚君之心得報
告：近年經歷家庭起變化，配偶有外遇，
不得已之下解除婚約，可謂是沉重打擊。平
生首度面臨這棘手問題；頻頻自怨、自哀：
「自問為什麼倒霉的總是我？」嗟嘆一句：
人間「緣」何聚散？人間「由」何悲歡？若
以因果論而言，這是前一輩子所欠對方的，
終究有了深一層的認識。於是，果斷地乾脆
向院方請假一個月，這個時段可以難過飲
泣、啕嚎大哭或痛心傷神……限期屆滿，下
定決心，截然作個切割、了斷，不會怨天尤
人，不要拖泥帶水，也不讓魅魎圍繞身心，
不再困惑、苦惱，而是重拾破碎心情，化悲
憤為力量；假設過了預定期限，還是作繭自
縛，那肯定是大錯特錯了！就算再多的頹
唐、沮喪，亦無補於事。
萬分感恩老天爺！讓後學上了這一課，
也是給予自己更多的機會來接近佛堂，向前
賢們學習如何修心、養性、探究「真理」。
開始時候從自己痛苦的摸索中，瞭解面前有
許多死胡同，必須靠毅力轉頭出去，要朝著
「理」解真正有意義的事物，邁出有把握的
第一步，即使開始的這一小步是很困難的，
而 後 逐 漸 察 覺 自 己 在 蛻 變 中 …… 。 舉 個 例
子：往昔的工作崗位上，食君之祿，擔君之
憂；盡忠職守，只做好份內事而已。偶遇有
病重沉疴，生死掙扎，第一時間會聯想其父
母一定是壞事做盡、罪孽深重，失「德」致
而禍及子女的負面念頭。但是，如今對周圍
的人、事、物卻倍加關切，付出是一片赤誠
愛心，寓悲憫於工作，甚至毫無條件的竭盡
「善」意，用感恩上天的心來回饋社會。也
許不曾受過折騰的人，不曉得什麼是發現的
快樂。換言之，不修「道」，根本難於跨越
這堵門牆，難於堅毅地勇對「逆」境；兩
者相較真有天淵之別！過去不能「捨」，
今後要「捨」；過去不能「忍」，今後要
「忍」。
先前法會上看到某同修為著度人成全，
未能如願而氣餒，多方自責，故而主動又
熱誠向前安撫其失落的心，以種種比喻來開
解；求「道」得看當事人的緣份，常言道：
「佛門雖廣，難度無緣的人」，誠則使命的

溫詠鳳

傳承，彼此都很焦急；愿力把我們引向行
「道」的境界，幾乎沒有什麼目的，只希望
一切眾生認識本來面目，這就是「道」。今
倘若對方一行人，既已跨過門檻，面向佛菩
薩，近水樓台了，只差那臨門一腳，未如預
期達至理想，可見他們的無緣、無份，徒嘆
奈何！然而，我等已盡了「心」和「力」，
也該隨遇而安。有感凡事欲速則不達，更何
況「人」是有許多弱點，每件事情的發生，
必然具其箇中原因，宜以平常心處之為上
策。
尚憶以前家居北加州，靠近佛堂，當年
曾聽點傳師講課，老子《道德經》的「無」
呀、「空」呀！坦白說不甚瞭解，惟時至今
日，經過「道」的薰陶，總算稍有領悟。
「悟」而不「執」就是「放下」，須知「執
著」是人生對事、對人的一種迷失啊！
郭點傳師在賜導之前，掏出全真法會
上，我同修所填寫的愿力單，逐一讚揚每位
道親；例如說：武姐度眾兼成全子女，結
果，其女兒自動如數的把人度了回來，喜出
望外。林姐參班，必然伴隨著七、八位道親
風雨不改前來護壇；賴姐自告奮勇，此後開
班時要當翻譯員，並詳述五月回鄉省親，原
先預訂了赴四川旅遊機票，焉料，成行的前
一天，卻發生地震憾事，萬分感念老 祐
其脫劫避難，於是立愿行道。今夕，再看餐
桌上除了主菜由溫家供應之外，有彭嫂炒的
粉麩、馮姨的燒餅、施嫂的軟糕、梁姨的甜
湯……陳姐、章姐、容姐等等的鮮美芒果。
毋論是看的、吃的，全是道親們的慈悲喜
捨，愛心奉獻，也由於大家自動自發，人人
為我，我為人人，無形中營造出溫馨、快樂
大家庭的氛圍，這就是行功了愿。
師尊有云：「欲想了你前生債，憑你功
德能勾銷。」郭點傳師一再叮嚀：切莫把
信念掛在牆壁上當裝飾品來點綴，「行道了
愿」要著流光遞增的永無止境。再者，我
們還得感謝楊老點傳師、陳點傳師的帶領
和督導。隨之，盛讚近期報告心得的學長
們，深具群眾魅力，且看其臉上皆是一抹
亮麗光澤，他們「知」「行」合「一」，
關懷身邊的人、事、物，實在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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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
謂之「知」。同時分析：其他宗教注重理論，
而一貫道講求「實踐」。強調：說得多，不如
「行」得好。我們在行「道」過程中，有思
維，善觀察，表裡如「一」，自必感悟到：幫
助他人，要從當下做起。把教訓視作人生的功
課，縱使鐵石心腸亦轉化成柔軟、大度。這全
不在於外在灌輸，而是出於心靈的喚醒，努力
完成使命當中，也起了模範作用。積德感天，
而第一個獲得快樂、幸福，首先是你自己。
藉此，談談老子的「無」、「空」。人們
日常注意的是「有」，很少去思考「無」。有
形的杯、碗、盤子是「有」；而其中「空」、

「凹入」是「無」；中間的「空」處，才可
以裝物品。房屋是「有」；房屋的門、窗是
「無」；建造房屋，設備了門、窗，「人」才
能住進去，空氣得以流通，光線充足。以此類
推，正是這種「無」，方觸使器皿、房屋成為
「有」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抑且順此提及師尊、師母傳承的「道」，
是指宇宙，本源和規律，明師一指「點」玄
關，是「真空妙有」；真「空」者，自身「玄
關」是也！大家好讓「道」心歸位，誠心抱
守，各盡其職，銘記立下大愿，來發揮生命的
深度，最後以一首詩勉勵我同修：「大海能納
溪澗水，山中常有棟樑材。」

Moon Festival and Double-Nine Festival Celebration
By Eric Chen

陳宣霖

On 9/14/08, it was our Great Master’s 61st
anniversary when he turned into a real Buddha. We
sang Tao songs, and then we (kids) did a stage play
about our Great Master when he was spreading
the Tao. The story was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ncluded:
1.Our Great Master came down to Earth (was
born).
2.When he received the Tao, and became the
Great Master.
3.He visited the three Tao members.
The second part included:
1.We should believe in truth, and worship the
Heavenly Decree.
2.The Great Master returned to Heaven on
8/15/1947.
The part I learned the most from was:
Shi Zun, the Great Master said: “Apprentices,
right now you are learning the Tao from me. After I
die, who are you going to learn from?”
Apprentices said: “We are going to learn from Shi
Mu.”
The Great Master said: “What if Shi Mu dies,
who will you learn from?”
Apprentices said: “We will follow the Guardian
Marshall and the Guardian General.”
The Great Master said: “What if they pass away?”
Apprentices said: “We will learn from the ArchMaster.”

5th Grade

The Great Master said: “What if the Arch-Master
passes away?”
Apprentices said: “We will follow the Senior
Masters.”
The Great Master said: “What if they die?”
Apprentices said: “We will learn from the
Masters.”
The Great Master said: “What if the Masters pass
away?”
Apprentices said: “We will learn from the
Introducer and the Guarantor.”
The Great Master said: “What if they die?”
Apprentices said to the Great Master: “Who are
we suppose to learn from? Please tell us.”
The Great Master said: “It’s not right to follow
people in Tao. We should believe in the truth,
worship the Heavenly Decree, and walk on our own
path.”
Afterwards, the Tzu-N Chorus singing the song
“Holding My Hands.” Then Tai Chi Chuan (Fan
Dance) was performed, like in 2008 Olympic Games
Open Ceremony. They won a lot of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Then, Counselor woman Patricia Wallach (former
mayor of El Monte), passed out prizes to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Because Shi Zun and Shi Mu spread the Tao, right
now the whole world has Tao membe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ve another fun day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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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無私
張邦彥

《清靜經》說：「大道無形，生育天
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
萬物。」大道是宇宙萬物生命的根源，衪雖
然沒有雄偉的外表，但是衪能生育天地。衪
沒有私人的感情，而能運行日月，普照大
地。衪沒有為什麼名份，但是衪能長養萬
物。衪雖然無形、無象、也無名相，但衪
使萬物各遂其生，各長其長，生生不息。這
就是大道無私的體現在宇宙大地之間。人也
是萬物之一，當然也是活在道中。道在我們
身上，即是靈性的本體，主宰我們的一言一
行，如果我們能依此而行，就能合乎大道。
然而人活在道中，卻不知道有道的存
在。就像魚在水中游，却不知有水的存在；
鳥在空中飛，而不知有風的存在。人往往活
在道中，卻違反道而行之。後學下面要講一
個違反人道—─貂皮大衣的故事。
貂是一種天下最善良的動物。牠很喜歡
帮助人家，但獵人卻利用牠這種善良的天
性，來加害善良的貂。貂是生長在冰天雪地
的地方，如果貂看到有人凍僵在雪地上，貂
就會用自己的身體壓在此人的身上，幫他取
暖。如果這個人還沒有醒過來，牠就去邀請
牠的同伴一起來救人。獵人就利用貂的這種
善良天性來捉貂。獵人叫一個人躺在雪地
上，等到一群貂來救人時，就一網打盡。如
此一來，貂的一片救人之心結果，卻中計受
害，一隻隻被捉去剝皮。十幾隻的貂，才可
作一件貴婦人的名貴大衣。
在當今的社會裡，貂皮大衣並不是人生
的必需品，但是人們卻利用貂的善良天性，
設下卑鄙的陷阱來賺取利益，看了實在讓人
扼腕鼻酸。不知那些擁有貂皮大衣的貴婦
們，穿在身上時，滋味如何？這故事反應了
人逆道而行的事跡。
我們再來講一個慈母的故事。從前有一
位年齡很大的老太婆，因為體弱多病又不能
工作，她的兒子看她是一個累贅，想要遺棄
她。
有一天，這個兒子狠下心來，背着母親
往山中走，途中兒子聽到背後母親折斷樹枝
的聲音，兒子想：一定是母親怕被遺棄後，
無法自己回去，故折樹枝，沿途作記號。

兒子不理她，繼續往深山走，好不容易到達
深山人煙絕跡的地方。兒子將母親放下來，
而對她說：「我們在此分手，以後你自己照
顧你自己吧！」此時母親慈祥的對兒子說：
「上山時，我沿途折樹枝為你作記號，你只
要順着記號下山，就不會迷路。」
當母親講完話，兒子楞住了，許久講不
出話來。最後流着懺悔的眼淚，向母親下
跪，求她赦罪，將母親背回家，從此極盡孝
道。
這就是「大道無私」表現在慈母的愛
心。這位母親並不因為兒子要遺棄她，而有
所怨恨，反而沿途作記號，好讓她兒子不會
迷路，而能順利下山，這種超越對待，無比
慈悲的偉大胸懷，顽石也會點頭，無怪乎能
令逆子當下幡然醒悟，痛改前非。
以上兩個故事給我們一個啟示，道是充
滿在我們的生活中的每個角落，我們要時
時謹言慎行，勿離大道。因為大道就是靈性
的父母。我們對生我們肉體的父母要感恩，
對靈性父母的大道──老 ，更要存感恩之
心。一切事情皆要順天理良心而行，那麼無
事不就理，無行不合道，自然而然就可達到
大道無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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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秋節師尊成道暨重陽敬老
蔡秋鶴
美國全真道院為紀念第十八代祖師張天然古
佛成道六十一週年，特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四日
星期日，假全真道院舉行中秋節師尊成道暨重陽
敬老慶祝大會。
活動由禮節組莊嚴的獻供、請壇禮儀隆重揭
開序幕。早獻香禮畢，移師講堂後，由陳敏儀、
張永美學長帶領道寄韻律，讓每一個人於《龍華
會》及《快樂就會來》歌聲裡歡喜熱鬧的迎接一
天的節目。
在眾人引頸盼望中，首先登場的是由杜梅
瑞、陳淑敏、徐翠妤老師指導的小天使們，將師
尊老人家的德，以童稚純真的話劇演出，告知每
位道親──天恩師德浩瀚。
第一部份：「從師尊誕生，到領天命，以及
成全道親的故事」，由陳恩弘小朋友飾演師尊。
第二部份：「認理歸真與師徒分離在中秋」，由
陳柏瑋小朋友飾演師尊。
師尊乃天然古佛降世，曾於宋朝末年化身濟
公活佛，而於1889年再度倒裝降世。師尊降生
時，一向混濁的黃河，當天突然清可見底，表示
有聖人誕生。而後成全道親時，師尊慈悲指示
──做人不可以過份的貪圖錢財，要過合理的經
濟生活，慈悲恭敬的心念才會自然生起，貪心與
嗔念才會消除，這才是佈施的力量，這才是解脫
的動力。
民國36年的秋天，師尊知道與徒兒相聚的日
子不多了，於是召集了徒兒們，要為他們上一
課。師尊一句「認理歸真」如當頭棒喝，打醒了
每一個徒兒。千百年來修行者最嚴重的問題，就
是「認人修」；如果認了邪師，則會修成魔道。
師尊明白地告訴我們，修道人應該以真理、良心
為修行依歸，以心頭明師為唯一的明師。
之後由吳鑌娟、張邦彥、蔡秋鶴、張永美四
位講師詮釋《師尊語錄》：在此末法時期，修道
人需發大愿心，廣結善緣，以實際行動關懷人
間，兼顧心靈及地球環保。當我們遇到逆境時，
要時刻存著感恩和懺悔的心，去觀察周遭環境的
順逆，若有任何功德與成就，皆屬老 及十方諸
佛菩薩。
《師尊語錄》：9．如果白陽道場的每一位徒
兒，都能為眾生祈福，都能為化劫息考而叩頭，
善念的凝聚，一定能將人間的劫、考消減到最低
點！則上天也定然為你們延長辦道的歲月。
《師尊語錄》：10．修道人於末法時期，要
發大愿心。讓自己的心，提昇到與十方諸佛菩薩
的心一同，否則只圖此生此世之了脫，何以契入
真理法海？
《師尊語錄》：11．辦道的中間，固然是渡
人、說法、開荒、設堂，但也不能忘了對社會苦

難、淑世濟民的實際關懷行動，諸如憐貧、恤
老、濟孤、環保維護及弱智協助的工作及支持和
推廣；甚至放生和動物保護的事，都應響應，這
都是與十方眾生廣結緣份。你們不要忽視，以為
這是後天的事，若不彌補後天，如何能圓滿先
天？
《師尊語錄》：30．在整個修道過程中，
用、捨、行、藏要能相互兼顧，以外王的事功，
去開創四方，這是辦有形的道務；以內聖的德
業，來提昇心性，這是辦無形的道務，方能有所
成就。
《師尊語錄》：59．如果在修辦的路上，沒
有那麼多的考驗與人事困挫，又如何培養厚德與
提昇心性呢？希望徒兒能明白體會，方不會在逆
境裡生出埋怨、煩惱，反而更造成沉淪。
《師尊語錄》：78．護持照顧的這片道務，
不是誰的而是老 的；人事的領導，只是因緣觸
合的表象，故而不能存著為誰修道的心，要擴大
你們的心胸去提昇修辦道的理念，在見道成道中
廣結善緣！在運轉坤乾中開拓道場，使大家都能
成就，縱有一點成效，也要在迴向中感恩，還歸
於我們的老 。
《師尊語錄》：88．此刻地球已千瘡百孔，
再不盡力維修和整治，則這個美麗的星球，將枯
萎和毀滅在你們的手中，諸方法界的仙佛都在為
你們擔心，徒兒啊！你們除了要從事道德心靈的
環保工作外，還要真正協助與參與從事環境維護
的運動。
樓上 堂同時在辦道，當天有八位新道親求
道，由Chris Webb講師講解三寶。
接下來，辜添脩點傳師有獎問答，驗收大家
上課成果。陳點傳師特別邀請El Monte市的市議員
亦是前任市長Patricia A. Wallach與會，(她從道院
破土典禮即參與，道院落成典禮亦出席。)還為我
們詳細解釋中秋及重陽典故。
慈恩合唱團獻唱「牽著我的手」，歌聲動人
心弦。王莎莉學長的太極拳和奧運娃娃扇舞，表
現了中國剛柔互動的美。董南學長跳的「皆大歡
喜」，更是舞藝精彩。大會在重陽敬老頒獎中掀
起另一個高潮，四十多位長者受獎。隨後眾人與
議員合影，留下歷史鏡頭。
感謝陳秀真學長率領天廚媽媽團隊準備的特
製美味午餐，易榮熙學長波霸奶茶的甜點招待。
從星期六楊維卿、吳振龍及青年班學長的佈置，
到許多幕後英雄後學長的參與，因為大家同心同
德的努力，讓一切順利達成。全真道院的道務在
楊老點傳師和各位點傳師領導下，臻臻向榮，期
待每次的活動都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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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of I-Kuan Tao (Part 2)一貫道宗旨
by Derek Lin and Frank Wagle
Commentary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Tao 道之宗旨解釋
To venerate Heaven and Earth (敬天地)- Value and respect both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Be a good
steward of the planet and its resources.
To revere the divine beings (禮神明)- Hold in highest esteem the Tao, the eternal source. Appreciate and
honor all of the good role models, Buddhas, sages, and teachers, who have come before us.
To be patriotic and responsible (愛國忠事)- Respect and honor the good things about your country and
its government and to work to change things that could be done better; fulfill your civic duties.
To be virtuous and courteous (敦品崇禮)- Always act in a virtuous and courteous manner and uphold
the Rules of Propriety. Practical guidelines regarding propriety of Demeanor, Deportment, Speech,
Conduct, Example, and Sexual activity can be foun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o honor the parents (孝父母)- Love, honor, respect, support, and be obedient to one's parents to let
them live worry-free lives.
To value the teachers (重師尊)- Honor and respect one's teachers and elders for their efforts to educate
you and for the wisdom of their years.
To keep faith with friends (信朋友)- Be trustworthy, dependable and honest with your friends.
To live harmoniously with neighbors (和鄉鄰)- Be a good neighbor. Be helpful and friendly with those
who share your neighborhood.
To discard the bad and seek the good (改惡向善)- Rid oneself of bad habits and pursue good thoughts
and deeds.
To clarify the Five Relationships and the Eight Virtues (講明五倫八德)- Expound upon the Five
Bond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the Eight Cardinal Virtues
Five Bond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 between sovereign and minister, parents and children, husband and
wife, between siblings, and between friends
Eight Cardinal Virtues - filial piety, brotherly love, loyalty, truthfulness, courtesy, righteousness, integrity,
and a sense of shame
To spread the teachings of the Five Religions (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 Recognize as valid all significant
spiritual or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uplift and inspire people to do good.
(To be continued)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10/05/2008
10/12/2008
10/19/2008
10/26/2008

班 長 道寄韻律
張永美
溫潔芳
溫潔芳 吳韓衛
呂柏欣
吳韓衛
楊阿晟 溫潔芳

道化人生
心
經
道義問答
萬法惟心
三省吾身

講 師
吳鑌娟
黃明雲
張邦彥
吳韓衛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講 師
大 學
郭詩永
秋
季
大
金剛經
陳淑敏
蓮華經
林宏容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典
辜添脩
郭詩永

全真道院經典研究英文班 (Tao Study Group 10:30AM~12:30PM) 負責人(Moderator)
林信价(Derek Lin)
全真道院青年班班程表
10:30 ~ 11:00
禮節背誦

11:00 ~12:00

12:00 ~ 12:30

負責人(Moderator)

因果故事:太上感應篇 生命教育:護生、環保

Recite Etiquette

Karma Stories

Life Education

內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陳秀真、林達雄
Jen Koo、Ta-Shyong Lin

容

負 責 人

基礎ㄅㄆㄇ、看圖識字、中文故事、唱遊、唐詩

徐翠妤

內

全真道院兒童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孝經、遊戲、音樂天地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10/05/2008
陳正夫

期

輪值點傳師

10/12/2008

10/19/2008

10/26/2008

郭詩永

辜添脩

陳正夫

忠恕學院洛杉磯美國全真分部中級部一年級課程表
日

期

課

程

主

10/10/2008 中庸：第21,22,23,24,25章
10/24/2008 中庸：第26,27,28,29章

講

辜添脩點傳師
林宏容講師

忠恕學院洛杉磯美國全真分部初級部四年級課程表
日

期

課

程

10/10/2008 道義開釋驗收、請壇驗收
10/24/2008 道義開釋驗收、辦道獻供驗收

主講／主持

背 誦

郭詩永點傳師
郭詩永點傳師

三寶演練
三寶演練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10/19/2008
10/26/2008
10/05/2008
10/12/2008
呂柏欣．張永美 譚覃光．余月華 宋麗娜．龔麗虹 溫潔芳．武詩竹
陳柏瑋．陳宣霖 吳韓衛．史振英 游士慶．林達雄 吳振龍．易榮熙

10/13/2008(九月十五)

天緣佛堂 10/29/2008(十月初一)

學

講師：郭詩永點傳師 修道心得：容寶玲 語譯：賴秀枝 道寄韻律：陳佩芳

齋莊中正

講師：余月華講 師 修道心得：龔麗虹 語譯：譚覃光 道寄韻律：吳玉萍

大

全真道院天廚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10/05/2008 10/10, 12/2008 10/19/2008 10/24, 26/2008
郭詩永
辜添脩
負責點傳師 陳正夫
陳正夫
日期

組長

史振英
呂柏欣

林貞伶
楊阿晟

郭海明
吳韓衛

史振英
呂柏欣

日 期
負 責 人
鄭末子
10/05/2008
10/12/2008
楊阿晟
10/19/2008 楊阿晟
10/26/2008 鄭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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