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天收到台灣學長的分享，是一朵初綻放
的向日葵照片，學長們在佛堂旁開墾了一個小花
圃，種植了一片向日葵，看到它那欣欣向榮的花
姿，給後學帶來了一種無限生機，暫時忘卻了身
體上的疲勞和酸痛。一朵向日葵無言的展現它的
生命力，就能給人們帶來了朝氣，想想一群人為
了共同的目標默默的耕耘播種，接下來看著小苗
生長呵護著它，作為開荒者必須由基礎開始翻
土，鬆土，撒種子，日復一日洒水，灌溉，施肥
不可少，當大家看見第一朵花綻放的那種喜悅，
是無比的興奮，非言語所能形容呀！因為他們共
同的團隊精神在此地看到了(Core Values)成果。
　　在修辦道的過程也有著同樣歷程，要渡一眾
求道何其不易，說乾了嘴，走穿了鞋才得以將人
引進登堂入室，而那種喜悅卻勝過於中樂透獎。
而出奇不易的「一句話」就能把道親的誠心打
散，從此不再回來佛堂參班。
　　人生中圓滿「一」何其不易，「一句話」很
容易說，但重要的是要能讓對方受用。最近新聞
報導一位父親看見兒子要騎機車出門，關心的說
了一句「小心不要違規」，卻遭兒子追打成重
傷；不經意的一句輕浮話，有時會自毀前程，而
一句關懷別人的話，卻能讓沮喪的人有生存下
去的勇氣。在《好老師的啟示》書中一位老師用
「一句話」改變了學生一生的命運，因此，人要
經常檢點自己的口舌，以免破壞了好因好緣；說
話人人會，但未必人人會說好話( Positive Words 
)。有位秀才第三次進京趕考，住在一個經常住
的店裏。考試前兩天他做了兩個夢，第一個夢是
夢到自己在牆上種白菜，第二個夢是下雨天，他
戴了斗笠還打傘。這兩個夢似乎有些深意，秀才
第二天就趕緊去找算命的解夢。算命的一聽，
連拍大腿說：「你還是回家吧。你想想，高牆上
種菜不是白費勁嗎？戴斗笠打雨傘不是多此一舉
嗎？」秀才一聽，心灰意冷，回店收拾包袱準備

回家。店老闆非常奇怪，問：「不是明天才考試
嗎，今天你怎麼就回鄉了？」秀才如此這般說了
一番，店老闆樂了：「喲， 我也會解夢的。我
倒覺得，你這次一定要留下來。你想想，牆上種
菜不是高種嗎？戴斗笠打傘不是說明你這次有備
無患嗎？」秀才一聽，更有道理，於是精神振奮
地參加考試，居然中了個探花。積極的人，像太
陽，照到哪裡哪裡亮，消極的人，像月亮，初
一十五不一樣。想法決定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樣
的想法，就有什麼樣的未來。
　　好話是一句，壞話( Negative Words )也是一
句，好話使人幸福，壞話顯示自己修養不足，很
少聽過有人因為被人痛罵而改過壞習慣，但卻常
聽有人因為親友關心的一句話而改過向善、努力
不懈。人是因為學而後知不足，古德云：「話多
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一言一重，千言不
用」多說好話，少說壞話。

　　第一、給人歡喜的話；但不是阿諛奉承的話。
　　第二、給人鼓勵的話；適時的激勵以善導引。
　　第三、給人肯定的話；造就有擔當的領導人。
　　第四、給人讚歎的話。意氣相同和引發共鳴。

　　「一言興邦，一言亡國。」，謹言慎行是做
一個有擔當的修辦人員必須做到的，尤其佛堂中
耳語傳遞非常快速，一句失當的言詞可能引發道
親的反彈，進而對道造成傷害，身為一個修辦者
不得不重視這門修鍊的功夫，而此功夫必須自內
心起修鍊，且隨時修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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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後學母親的心得報告題目是「勿棄聖
訓」與大家共勉。「勿」：是勿起邪念守道苗，
不可起絲毫的妄念邪念而妨礙道苗的發揚光大。
「棄」：棄如敝履拋九霄，這主要教我們要下定決
心，徹底地將不好的念拋九霄。「聖」：聖諭佛
語誡囑咐，聖人仙佛的諭語是要告誡、囑咐眾生
明白義理。「訓」：訓意藏機示賢僚，在訓文中含
藏了玄妙的道理，是要讓我們理解，然後去啟示賢
明的人。為什麼要我們勿棄聖訓呢？聖訓句句皆是
聖人自性的流露，是光明的引導，我們要體會仙佛
的慈悲，同時聖訓要善為保存，心正心誠，無形中
自然得到仙佛庇護。聖言云：「天理循環幾遭變，
日中則昃盛衰轉。」善惡的報應因因果果是絲毫不
漏的。舉例家父鄰居，生性憎人富貴，怨人貧，不
論你是富貴或貧窮，他都瞧不起，整日愛說他人
是非，有一天還取笑後學一家，如果能買到一部
兩輪的本田車，他立刻舖平整條街口，讓後學一家
開跑。家人不是沒有能力，只是覺得時機上還沒有
這個需要而已。家父自我勉勵了一句：沉默是金。
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後來我們買了
車，他並沒有實踐諾言。在他臨終前一週，哮喘很
厲害之後吐血身亡。他大女兒被丈夫開槍打死。此
真人真事証實人是有報應的。正所謂善惡到頭終有
報，遠在兒孫近在身。人生的起落如日有升有落，
盛極必衰，物極必反。這是天道循環，猶如生、
老、病、死，皆是宇宙人生不變的「真理」，有生
就有滅，有來必有返。來時兩手空空而來，大限時
亦是兩手空空的走。儘管是有多大權力可以呼風喚
雨、號令天下，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亦是霎時的風
光，不可持之永恆。濟公活佛聖訓：「榮華富貴眼
前花」，傲什麼？「死」是最公平的待遇，無論身
家貧或富，死後也只是與草木同朽，或是一把火燒
得乾乾淨淨，人死如燈滅一無所有，何苦為一時的
貪嗔癡，弄得自己萬劫不復。佛經云：「我知我會
老去，我知我會病苦，我知我會死去，我知我可以
帶走的只有孽債。」所以不如多來佛堂參班修道，
頓悟放下，修不計較的美德，讓自己活得坦然，活
得有意義。
　　大家能知福惜福，保持知足常樂的心，努力培
育下一代學道、行道。傳承是我們此生的使命，孩

子生下來就要教育栽培其成長，而不是溺愛變成
社會寄生蟲。他們需要就是道德與知識，卻不是
你花所有精神在事業上，辛辛苦苦打下一片江山給
他們。所以後學覺得身為父母要好好教導孩子，培
育他們成為有見識、有理想，有獨立性、能刻苦耐
勞、對社會有貢獻的正人君子，比你辛苦遺留一筆
財產給他更有意義。教他煮飯勝過天天煮給他吃，
養成他依賴成性。俗語說：「兒孫自有兒孫福」，
憂什麼呢？
　　時時專心專意的領悟聖訓，做一個問心無愧的
真君子，對得起天地良心的修道人，假如自恃才
能，逞奸謀巧計，不擇手段，奪取他人的利益，誤
入歧途，執迷不悟，做一些傷天害理損人利己的
事，也是終歸化為烏有，突費心機的。生命是非常
短暫的，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才不枉此生。三千大
千世界的萬有都是虛幻假象，沒有一個是真實永
恆，唯有「一」才是真實永恆。「一」是指人生的
真諦，大自然的真理，這個真理主宰萬物，不是人
力所能及也。日出日落，生老病死，自古以來非人
類可以改變的，因此不敬重聖訓，渾渾噩噩紙醉
金迷的渡日子，是自甘墮落，自造罪孽，是不可寬
恕的。受到災劫也不可怨天尤人，或埋怨上天不慈
悲、不憐憫，知之速改補漏偏，勿負老師之心田。
啊！迷途的小羔羊，趕緊修道，不要辜負老師對大
家的殷切期盼。
　　接著是李清旺講師主講，「清白良心，彌勒淨
土」。俗語說「摸摸良心」，良心是修道人的審判
官，有人問良心是什麼？能當飯吃嗎？一斤值多
少錢？修道人清白的良心，肯定可以讓我們直昇理
天彌勒淨土。人在寅會來到東土，心靈純淨潔白無
暇，不斷的輪迴變得越來越自私，不知不覺中造下
無數罪業違背良心，一切貪嗔癡皆由心，如果「念
而無念」，不起念頭就不會造成業力。
　　根據《彌勒上生經》所描述的兜率天彌勒淨
土，只要我們求道後不謗道即可回理天。彌勒老祖
師不僅是東方亞裔最愛膜拜的佛，連老美、老墨也
供奉。因為祂有發自內心的笑容，讓人看了心生
歡喜，生意人視為財神爺，世間的人若可以學彌勒
佛，笑口常開，大肚能容，隨緣佈施眾生，社會自
然就進步幸福了。

天緣佛堂
陳佩芳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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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帆啟航開闡道脈

特別報導

期待
　　四月上旬，美國西岸洛杉磯早已窺見到初夏
來到春暖花開的訊息，南加洛杉磯短袖夏衫紛紛
出籠，這時，美國中北部還不時飄著雪花，遠在
2000英哩外密西根州的底特律(Detroit, MI) 與
印第安那州的印第安那波立斯( Indianapolis, IN)
有著一群原佛子翹首盼望引頸以待，大道甘霖降
至，蒼生白首共瞻恩典的時刻。去年(2008年)聖
誕節，Michael & Jackie Domzalski 夫婦二人從底
特律 (Detroit)開2000英哩車程來到洛杉磯全真
道院，向陳正夫點傳師提出開佛堂意願。陳點傳
師曾居住芝加哥，很明瞭美國中北部冬季風雪酷
寒，允諾四月天氣稍微回暖時，前往安設天道法
船。當日，Michael & Jackie Domzalski 夫婦用自
家卡車，將佛堂佛桌、供桌及所有佛燈、檀香諸
如此類佛堂必要物品，二人冒著風雪輪流開車，
風塵僕僕歷經三十多小時安抵家門，立刻打電話
向郭詩永點傳師報平安。在台灣後學見點傳師們
為了成全道親開佛堂，費盡口舌，磨破鞋底，方
成全出道親初發心。一位生長於美國白人文化
家庭的洋人，能夠發此震撼三曹仙佛大志向壯舉
的，想必是成道後乘愿再來靈性不昧的前賢吧！
Jackie尚未求道前就已經清口如素，相信在世界各
個角落，必定也有著不少諸如此類道親，為的是
「扶助彌勒成大道」。三期應運末後大事，刻不
容緩。以前聽前輩們說將來「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而傳命。」必當「 騎馬點道」，今日方發現騎
馬點道速度已經趕不上了，時代已經到了搭飛機
點道。

回顧
　　首先，回顧2005年全真道院到美國中部印第
安那州卡爾莫(Carmel, IN)設立第一間佛堂。當
時， 袁前人慈悲賜名「全一佛堂」，壇主Bill 
Bunting是首位應古德云：「千里訪名師，萬里
求口訣。」虔誠的有心人，不辭路途遙遠搭機至
洛杉磯求道，又追隨楊老點傳師、陳正夫點傳師
回台灣尋根朝聖，參加一貫道總會所辦的大狀元
會考，通過英文經典考試，一星期的淬煉令他本
性更加圓明剔透；此後，每星期和全真道院英文

班林信价講師用網路視訊連線開班。現在也學習
講述英文十五條佛規；此次，更是從印第安那
州卡爾莫(Carmel, IN)開車到密西根州的底特律
(Detroit, MI)，協助開壇和為新求道者道義開示、
講述英文三寶。開壇的當天有的是以好奇心來觀
看東方「道」，來到佛堂就直接表明只要看看，
但在清香烏龍茶座談中，大家侃侃而談心中的疑
惑，Bill Bunting壇主將自己的人生歷練過程所遭
遇事情，以及如何尋覓「道」，得道後又如何開
拓心靈的感應與清靜，研讀老子《道德經》給自
我的啟示，讓自我對人生更加樂觀進取，無語言
空間障礙和誠懇的態度，獲得這些「老外」信任
簽名求道，有位新求道者Dusk Anderson是他太
極拳班學生，Bill Bunting壇主打電話給他請他來
求道，他從芝加哥(Chicago)開了五、六小時車程
來求道，這種的誠心如同前輩先賢般「古早的誠
心」，也在此見到。

揚帆
　　4月10日郭詩永點傳師開車帶領武詩竹、陳
秀珍、張蓓智及後學四人，從芝加哥出發到底特
律，全程約300英哩所需時間約五、六小時；後
學們飛機到達首站是芝加哥，為何如此呢？因為
簡子堯學長在芝加哥海軍訓練中心結業，我們一
行人來參加他的結業儀式，也有幸藉此機會參觀
海軍基地。當海軍司令致詞前，他首先帶領所有
來賓大眾與學生，一起禱告祝福美國國運和海軍
同志健康安全，美國這麼先進的國家，在重要儀
式中猶不忘時時向上天禱祝祈福，由此可見宗教
無論在何處或任何人都是需要的。開車前往底特
律(Detroit)需要走69 HWY轉94 HWY，經過的沿
途上路旁還可見到小雪堆。四月初旬，美國北邊
夜間溫度還是接近攝氏零度，下榻的旅館外的樹
上有一對鳥築巢在此，充滿愛心的溫嫂早上起床
特地跑到窗邊關心探視，也許使然的環境命運，
已經養成牠們高度耐寒的能力，只見彼此啄梳羽
毛，這是牠們互表彼此關愛的方式吧！「愛」
是萬物的生命連繫元素，因為對眾生的憐憫與
「愛」醞釀促成了仙佛再三倒裝下凡，也際於此
因緣讓點傳師與學長們請假，來到數千哩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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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地區協助完成普渡一大因緣事。到達底特律
已經萬家燈火，幸賴科學導航系統一路指引來到
Michael Domzalski壇主家。郭點傳師檢視一切準
備就緒，並且與Bill Bunting & Michael Domzalski
溝通第二日開壇辦道流程，Michael Domzalski明
瞭開壇就是為了渡化眾生，聖誕節回來後上網成
立「道」學研習會，有十幾位成員每次網上論道
心得，開壇前一星期，還特地租一場地告訴大家
來求道，用心良苦。
　　4月11日早上來到袁前人慈悲賜名「全律佛
堂」，請Bill Bunting壇主和新求道者雙向溝通，
因為「一貫道」對以上帝為信仰的基督教徒，是
非常陌生的宗教，幸賴Bill Bunting壇主的解說釋
疑，在開壇辦道過程中，個個肅穆莊嚴凝息觀
看，剎那天人性、心靈合一。開壇辦道後Michael 
Domzalski壇主帶領我們遊覽底特律城，底特律
是以鋼鐵和汽車為著名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福特汽車的首創者福特先生以最低工資保
證，曾吸以大量人口移入居住，當時當地有二百
多萬人口，但是由於工資不停上漲企業外移，逐
漸喪失就業機會人口也跟著減少現在只剩約三十
萬人口，人口90%是非裔有70%未高中畢業；有
一地區因人口流失很多，房子任其荒廢，有藝術
家將破舊房子加以回收，改造成藝術海德堡，成
為一觀光景點，據說是前任市長貪污將教育建設
經費挪去建私人豪宅，造成今日惡果。當年這裡
是鋼鐵工業大城，曾幾何時風光不在；如詩人劉
禹錫《烏衣巷》所描寫「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
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
家。」今昔之盛衰、滄桑之感慨。
　　在市中心許多高樓辦公室著名通用汽車、福
特汽車、克萊斯特汽車的總公司都是設立在此
地，底特律(Detroit)每年的汽車大展都吸引世界
各地的車商來參展，為了疏導參觀者及交通，在
市中心建造一個半空中電車道People Mover約五
英哩長有13個車站，從 Millender Center上車瀏覽
市中心外，可眺望底特律河 ( Detroit River) ，
河濱公園是候鳥過境的棲息地，無數不知名的候
鳥和海鷗在散步，大夥兒童心大發，拿出一袋麵
包來餵食，頃刻間，滿天飛鳥競技，搶奪食物的
畫面非常壯觀。這條河在當年是重要的交通要
道，以前歐洲運來的貨物都是在這裡下貨後，再
以火車轉運到美國各城市，以及運送鋼鐵汽車到
歐洲的功能。目前河上依舊有貨輪來往，將西部
的物品運送到加拿大魁北克及喔太華，聽Michael 
Domzalski壇主說在美國 Detroit與加拿大Windsor 

Ontario所連接的橋下所在，也設了一個郵遞區
號，後學聽了很好奇是誰住在這裡，難不成是海
龍王的收件處所，聽Michael Domzalski壇主解說
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為了方便輪船上工作的人而
設的，每天固定的時間郵局會有一艘小船在河中
和輪船交會，當輪船經過這地方，水手把要寄的
郵件交給小船，並且取回給船上工作者的郵件，
所以設立這麼一個郵遞區號。嗯！很有趣吧！
　　4月12日一行人再度驅車趕300英哩路，來
到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波立斯( Indianapolis, IN)
「全安佛堂」開壇任務，這佛堂也是袁前人慈悲
賜名，今日是復活節長週末假期，這個節日對於
基督教為主要精神信仰中心的基督徒而言十分重
要，是基督教徒的家庭團聚日，但是Andrew & 
Shawna Vertrees壇主夫婦，兩人不願錯過這次點傳
師來到中北部的大好機緣，因為受到郭點傳師的
精神感召，因此，告訴他們的家人他們有更重要
的神聖工作，無法回鄉與家人共聚，當日來到了
Andrew Vertrees壇主家，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將　
堂設置完成，因為佛桌由洛杉磯貨運寄來，在前
二天才到達。Bill Bunting壇主和貨運卸下貨後，
把基本的擺設先就位，接著趕去底特律(Detroit)
和我們會合，他的妻子和小女兒發高燒三天，他
也放下一切以成就道務為先，有著先聖大禹那份
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精神，Andrew Vertrees壇
主的家是公寓房子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佛堂的
位置光潔明亮，窗外的小花園景觀一灠無疑。來
求道者是Bill Bunting壇主的太極拳學生，他們和
Bill Bunting壇主學習太極拳養生之術，體會中國
功夫博大精深，對生命的源頭、靈性的故鄉更為
孺子思慕之情，在整體開壇辦道過程中莊嚴凝神
參與，之後，虛心向郭點傳師請益三寶，對溫嫂
的越南番茄湯粉和蔬菜餅更是讚不絕口，我們又
做了一次成功的素食推廣外交。

結語
　　此次的揚帆啟航開闡道脈，僅僅完成師尊師
母道傳萬國九洲的一小隅，《開荒人員守則》裡
告訴我們要得三助，人力，物力，天力，現在的
天時在在顯示萬佛下凡搭幫辦道，修辦道的物資
也十分充裕，張老前人成立忠恕學院目的在於開
荒辦道，立足台灣，放眼天下，應該是他老人家
的期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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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iver”- that is how many speak of the Dao. Making references to the many aspects of a river. A river that 
flows slowly, rapidly, twisting and turning as it flows to its destination and to state this would not be untrue. 

　　「河」，很多人用河流形容「道」。他們提到河流的許多方面。它的緩慢流動，快速流動，轉轉彎彎
的流到它的目的地，這樣講也沒有錯。

     A river is made up of water, always seeking the lowest point to serve all things, but even the mightiest river 
started as a drop of water which started out as a grouping of molecules gathering together. The never ending cycle of 
all things, from rain drop to puddle; from puddle to stream; from stream to river; from river to ocean. And, finally, 
through the circle of life gets evaporated and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at lonely little rain drop once more. 

　　河流是水，而水就是匯集在最低處，滋養萬物，即使是大的河流，也是由一滴水開始。在無止境的萬
物循環中，從小雨滴到地上的一灘水，從一灘水到小溪，從小溪到河流，從河流到海洋。大自然的循環，
水蒸發到天空，又再變成小雨滴。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Dao, all students of the Dao understand to some degree, you would be hard pressed to 
find any students here that are not genuine in the study of the Dao. No one here is studying the Dao to become more 
popular, or to find a magical way to make their life trouble free. I will not tell you that studying the Dao has removed 
all the negative from my life, or has made my hair any fuller either, but all kidding aside, LISTEN. 

　　在道的真理中，所有修道的人都會了解這一點，我們修道不是為了更受歡迎，也不是要找到一種魔
法，來解決生命裡的麻煩。我也不會說，修道消除了我生命裡的問題，也不是讓我開始禿頭的頭髮長回
來。請大家聽我說下去。  

    The Dao is all around us, people you would have never of have thought of flow in the Dao, from Mozart to Bob 
Marley. When you are in the flow of the Dao you can see it all around, you live in it, breathe in it, and in it your 
actions reflect your level of mastery. If you ask, what have I learned? Well, from the books of the great masters,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Derek included, all have enlightened me to a higher level of The Dao. Derek’s many 
stories in class have explained in depth the fundamentals of this great teaching. 

　　道無所不在，很多人從來沒有想到會和道有關係，包括莫札特和搖滾靈魂歌手Bob Marley。當你在道的
境界，你到處都可以看到「道」，你的生命是「道」，你的呼吸是「道」，而且你的行動，反映出你的領
悟。如果你問我學到了什麼？從古代到現代的聖人的書中，讓我了解到更高一層的道裡。在英文班裡的課
程中，有從很多故事裡學到真理的基礎。  
  

    With these teachings I have woven a delicate net as I traverse the “River” of life. The fibers that make up this 
net are born from the teachings, lessons and stories of the Dao. From this net woven from life wisdom, I catch and 
experience all things in life. The negative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The lessons of understanding at the deepest level 
you can grasp. Living in the Infinite moment of understanding and fulfillment you find JOY. The ability to know your 
true self. The ability to improve on things that are not perfect and the sharing with others of the you that is perfect. 

                           Simply Water
by Todd Bu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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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在人生河流中，這些課程好像讓我編織了一個真理的網，這個網的材料就是道的故事。我用這個
智慧的網，來補抓生命中正面和負面的所有經驗。這些是我能夠了解的最深程度。生活在當下，找尋到喜
悅和滿足。能夠知道自己的本性，不夠圓滿的能夠改良，圓滿的能夠分享。  

    Now that sounds pretty deep. As a student of the Dao, that sounds great about using the River as a metaphor to 
help explain the Dao. What about the abyss, the abyss of the lone water molecule, the puddle, the stream and the 
ocean? Are they not part of the Dao as well, don’t they require an explanation as well?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深奧。當我們在學習道的時候，用河流來形容道，聽起來蠻有道理的。那漩渦呢？
它也是水啊！難到它不是道的一部分嗎？它不是也須要解釋嗎？ 

    The yin and yang symbol represent the Dao- each part represents and is part of the other. The same is true of 
water; the drop, the puddle, stream, River, and ocean- all only Simple water. 

　　陰陽是道的一種代表，每一半都包含另外一半的成份，水也是一樣：雨滴，水灘，小溪，河流，海
洋，都只是水。 

    You are in the Dao, all things are in the Dao, in all forms of matter and energy. Grasping the teachings and applying them in your 
life as you exist is the best you can do in the Dao. If you have even read one story you know not to get lost in the words, but the key 
is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The simple is tru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re simple concepts, common sense is simple. Doing right by 
yourself and others is simple. 

　　我們都是道的一部分，因為道包含萬物，及所有的物質和能量。我們的理想就是在生活中，掌握和運
用道的真理。光是讀一個道的故事，我們都可以看出來，不要執著在字眼裡，而是要了解它的含義。真理
是很簡單的，正面和負面都很容易了解，普通的道理很簡單，正確的待人處世也很簡單。 

    Mistakes happen, but it’s how we learn and make better choices in the future. I’ve learned to be “simple” even though I don’t 
think of myself as such. “Smooth seas do not make a skilful sailors.” In short, the Dao is only as complex, mystical and difficult to 
obtain as you make it. This is what I have learned, and this is what I practice. Interacting with all things in the Dao is who I have 
been, who I am, and who I am aspiring to be. My gratitude and thanks to Masters and everyone.

　　有時候我們會有錯，重點是我們如何在錯誤中，學到更好的選擇。我學到「簡化」的道理 ，雖然我認
為自己蠻複雜的。 有一句話說「平靜的海洋不能作出有技巧的水手」。總而言之，道的複雜，神秘和難
得，都是自己想的。這就是我所學到的，也就是我要修的。能夠在道裡面和萬物共處，是本來的我，也是
我想要達到的目標。在此感謝大家和點傳師的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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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兒童班班程表
內　容

　　　徐翠妤　　基礎ㄅㄆㄇ、看圖識字、中文故事、唱遊、唐詩

  負 責 人

內　容
　　陳淑敏、杜梅瑞　   　論語、成語故事、中文報紙

  負 責 人

天緣佛堂
06/07/2009(五月十五)   

06/23/2009(閨五月初一)   講師：余月華講　師　  語譯：賴秀芝  道寄韻律：陳靜嫺  修道心得：梁美蘭謹言慎行

 語譯：張永美  道寄韻律：史振英  修道心得：賴秀芝  講師：譚覃光講　師　活潑應事

 全真道院青少年班班程表
內　容

　吳振龍、游士慶　　　　道歌（Tao Songs）、禮節（Etiquette ）
  負 責 人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6/07 ~ 06/13
陳正夫 辜添脩 郭詩永 陳正夫

06/14 ~ 06/20 06/21 ~ 06/27 06/28 ~ 07/04

 日 　期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06/14/2009 06/21/2009 06/28/2009
黃明雲、宋麗娜 溫詠鳳、蔡秋鶴

乾

坤

陳彥宏、郭海明 吳振龍、辜智億

06/07/2009
徐翠妤、陳品蓉

史振英、張邦彥

杜梅瑞、陳秀珍

吳韓衛、盧清明

櫃檯輪值表全真道院天廚輪值表

日期

負責點傳師

組長

     06/05, 07/09    06/14/2009      06/19, 21/09  06/28/2009
辜添脩

趙淑娟
張書興

日　期   負 責 人

 06/07/2009
 06/14/2009
 06/21/2009
 06/28/2009

鄭末子

楊阿晟

鄭末子

郭詩永 辜添脩

郭海明
吳韓衛

武詩竹
林貞伶 楊阿晟

譚覃光
陳秀珍

郭詩永

             06/27/09 全伶佛堂                  06/27/09  天緣佛堂           
                (6:30pm-9:30pm)　　　　　　　　　 (6:30pm-9:30pm)
         專題：福慧雙修　　　　　　　   　　　專題：福慧雙修
   講師：陳秀真　點傳師：辜添脩　　　　講師：杜梅瑞 　點傳師：郭詩永
  528 Tri Net Court Walnut, CA 91789          8624 Ramona Blvd. Rosemead, CA 91770 
                 Tel:909.869.5579                                                 Tel:626.572.3652                                                          

　地方班班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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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7/2009  張永美   卓秀鳳 謹言慎行　　林達雄     　
06/14/2009  林貞伶   溫潔芳 業力願力　　張邦彥     孟  子　　 黃明雲     辜添脩
06/21/2009  呂柏欣　 吳韓衛    立愿奉行    溫詠鳳    淨化人心     　　　     郭詩永
06/28/2009  溫潔芳   吳韓衛　　身教力行　　宋麗娜　   大  學     郭詩永      陳正夫

金剛經 陳淑敏

黃東山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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