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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 賜 導

恩師的叮嚀

師尊張天然，是道中一代明師，也是億萬徒兒
的好老師。行遍千山萬水，老師的蹤跡總出現在一
貫道弟子們需要的地方。他老人家的慈心悲愿，奔
馳救世，深情愛徒，救渡眾生離苦，日夜懸念。
師尊自幼即聰慧過人，四歲入私塾讀書，先生
所教課文皆能很快背熟。得道以後，徹悟唯有求道
才能真正奉行聖賢之道，也才能渡越生死大海，於
是跟隨道中前輩四處奔波傳道。西元一九三○年，
師尊、師母正式接續道統，成為一貫道第十八代祖
師。直到西元一九四七年中秋，師尊因病重，於大
陸四川殯天，享年五十九歲。
恩師為普渡眾生，費心竭力，承先啟後，擔
眾生業，解徒兒愁，千愁萬憂，飽受風霜，代天宣
化，為大道而忘軀，渡眾生而盡瘁，身負三曹普渡
的重任，乃不辭辛勞，念茲在茲地欲促進眾生道緣
的成熟，以期苦海眾生能在佛力護持下，早日破除
無明，了悟自身內在本自俱足的天心佛性。
師尊曾說：過去是紅陽時期，必須要出家修
行，現在已是到了白陽時期，不但可以在家修行，
而且是「真儒復興」，修道者必須以儒家的綱常倫
理為主要的修行依據，士、農、工、商各安其位、
各盡其責，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
師尊勉勵我們：要立志聖賢，要低心下氣；讀
書為明理，明理後始效法聖賢，徒兒當期許自己有
聖賢之德，而非冀望有聖賢之位。眾生不救，誓不
成佛，五教聖人、仙佛菩薩，均是為眾捨己。如果
我們一動念，一出口，一做事，皆是以大體為主，
以眾生為念，就是做大事、做大人。人人可以為聖
賢，人人可以為仙佛，在人有志無志耳。
師尊點醒我們：人往往向假的有形像的去追
求，功名富貴有一朝也會煙消雲散，等你一閉眼，
縱然是王侯將相，官高爵偉，最後終是一場空。徒
兒要看破，凡塵的一切都是假相，唯有看破，才能
掃除一切執著，才能修成正果。
苦的根源，就是對世間的貪慾不捨，若能
無為，自然就會得到身與心的自在。切莫執著功
德，莫執著因果，認清真理，握緊金線，好好體
悟，好好修煉。犧牲就是奉獻，渡人就是渡己，

陳正夫

造福別人就是造福自己，捨去有形有限的，獲得
無形無限的。
師尊教導我們：修道要活潑玲瓏，通權達變，
就像水一樣隨方就圓，能利萬物而不爭，任何事情
忍耐退讓一下，自然就海闊天空無憂自在了。在下
面的人要常存感恩之心，在上面的人要常施予愛心
給下面的人，這樣上下才能連成一氣，才不會有所
磨擦，世界才會圓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才會愈拉
愈近，和樂融融。
師尊提示我們：修道最重要就是守住「忠、
孝、節、義」，不能到處亂接靈駕以通靈，這不
是正法而是左道旁門。通靈的人以後會很多，我
們須依理分析，使他了解道的尊貴，如遇機緣成
熟，他依然會再回來向道，上天依然接受他，若
去久了，心靈被其控制，就無法挽回了，你想拉
他回來也沒辦法，只好聽其自然了。碰到這種
不修不辦或離道的道親，我們也應該以禮相待，
不能有對待心。三期末劫，萬教齊發，我們開了
法會，踏上法船，應自我肯定，勿為神通異術迷
失，勿為旁門左道跳船。
天時緊急，救人就是救己，自古聖賢能成
聖成賢的功夫，不外乎四個字：「正己成人」。
自明其德就是正己，再化新民就是成人，亦是渡
人，辦道也。
天恩師德一直在我們看不見、聽不到的地方，
等待著我們。上天有不可思議的安排，有不可思議
的慈悲，不可思議的引導著我們。上天怕我們不
修，修又怕我們不真，真修又怕我們執著。明師一
點，性理心法是轉識成智，是救世之無上大法，非
時不降，非人不傳，恩師聖德無疆，全球弟子同沾
恩典，我們在追思、懷念、感恩之際，更矢志精忠
永追隨，護我一貫道天命永昌、慧命長存，一貫弟
子齊登法船。
誠如師尊老人家慈訓：「樹立一貫道正確的目
標，讓千萬人安安穩穩地直上，讓千萬人沾到慈暉
之光，讓千萬人沐浴在天恩的浩蕩，讓千萬人了脫
這苦海的汪洋，讓千萬人九玄七祖一齊沾光。」修
道弟子的使命是神聖而長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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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道之尊貴」恭請郭點傳師賜導：探討之前，
用一宗笑話作引子，一對結婚周年夫婦，妻子一覺醒
來尚回味著甜蜜夢境，獲丈夫餽贈五卡拉鑽戒，使其
久久沉浸在喜悅和幸福之中……片刻，迫不及待搖醒
睡眼惺忪之夫婿求證；於是丈夫承諾俟下班回家自有
分曉。黃昏時屆，滿懷興奮又期待的妻子接過禮物，
拆開包裹，原來裡面是幾本夢之解析書籍。今夕，各
位參班，就是修道修一條生死輪迴已經六萬餘年的回
鄉之路。只原大道眾生猶在迷夢中，生而死、死而
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無有了期！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早上求得一條回家的「路」就
是晚上死了也是可以又值得的。記否求道時候，聆聽
「末後一著」－－「愚夫識得還鄉路、生來死去見當
前」－－此段咐囑強調新求道人要清晰入耳、不容
錯過，否則必須補唸，目的讓其「真」人諦聽而非
「假」體，足見點道打開玄關竅之前是何其的慎重
啊！（玄關是個門，是下手處，開了正門往裡走，
纔能見對「真」主人。）不聞道者，任憑今生擁有博
士、碩士學位，其所追求的全是功名利祿而不諳生死
輪迴、不識還鄉路，依然是未開悟的凡夫，只原尚迷
戀塵心間假象。我們求道成了修道人，自然由「愚」
轉「賢」且聽再囑：個個識得還鄉道，保您無恙萬八
年。感恩老祖師之鴻慈大願，明師指引點開了一條
「天堂掛號、地府抽丁」之人生路，寶貴在於了脫生
死輪迴！大家必須有信心，要明理「覺」醒，認真修
道。「覺」者為彼岸，「迷」者為此岸，呼籲毋再醉
生夢死而迷昧不醒。只以此身積聚無量塵勞、煩惱，
致受無量生死輪迴之苦！須知六萬年所沾染之塵垢、
業障孽債如山高、海深，「人」之一旦撒手塵寰，在
世之繁華富貴，如夢如煙；正是萬般帶不走，只有
「業」隨身。業力之大、小，輕、重，便決定受報之
先、後，等、次；前世造了富人或窮人的業「因」，
今世果報亦感受為富人或窮人之業「果」。抑且，
善、惡是就人心來說的，而報應乃從天理來講的，凡
作惡多端、罪大惡極者，肯定墜落地獄、餓鬼、畜生
三惡道，遭受嚴刑、酷懲，「生死輪迴」確切讓人很
無奈，而沒有求道者，還是淪落在茫茫大海中輪迴不
已！
適才之開場白，意喻人生宛若一場夢。張老前
人曾賦詞作了一首《我們的班歌》：啊！人生如夢，
夢如人生，我們這班「進德修業」喚醒我們－－喚醒
睡夢中的「真」人，始幡然大悟，道是有多寶貴。
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瞭解自己生命之道是以
「一」來貫通的。「一」是根本，○是代表天，因為
一切萬物皆由此而來，貫通當然之理。天為天地、地
為地理，「人」稱為「性」理，永遠用這顆「先天」

溫詠鳳

心來處事應物，存心養性，將心放在修養方面；有志
於修道者，以守「玄」功夫為修行之基石，「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玄字像葫蘆，這是自己的根本，必
須牢牢記者，以良心來應對周邊之人、事、物可以保
持平衡。人世間的事情很複雜，凡事放開心懷；人各
有命，不需強求；順、逆俱是磨煉心性而已。「妙行
無住」自然地行持中道，心止於「一」，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道」為人之根本，「德」是道的大用，無
為而作，才是真修行。「精進莫懈，無忝所生」恆
持清靜心，就能契入大道，真正達到超生了死。人生
有意義在於對人，待己無所虧欠；不禍於人、不辱
於己；毋辜負此生為人。這輩子總算沒有白活。慶
幸求得原一大道、性理真傳，瞭解了人生真諦，生
活踏實，問心無愧的一切順應自然。這是「道」之
尊「德」之貴。敬邀翻閱老子《道德經》第五十一章
大意是說：「道」創造萬物，「德」育化萬物，這是
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它沒有任何意識或目的，所謂
「常」自然，並且由於道德等無為之方式形成萬物，
因而受到尊重與愛戴，以「道」為尊，以「德」為
貴。老子所希望的是：一方面對萬物不存絲毫佔有支
配或主宰；另一方面又能夠自我承擔，不加干涉而順
任自然，那將是和諧！此乃道所蘊含的特有精神、至
高境界。
「道」在生成萬物過程中，那種「無」以名狀
的形態，通過「無」去觀照「道」的奧妙。大道無
情，長養萬物雖名得道，為化眾生，幸蒙上天開恩，
有緣眾生得聞此本無形象之上乘「無為」妙道。「無
上妙道，無所住心。不即、不離、始能真誠」──
二六時中，抱持「道」，依循「于性」，修正自己之
言、行、舉止的真「修」實「善」，由「後天」返
「先天」，要求我們必須化「後天」氣質至純「善」
無「惡」，超「凡」入聖域的圓「理」明「性」；俾
令修辦萬八聖人之聖業。恰恰符合恩師上述之二囑
也！大家何其三生有幸，幸遇明師得受無上菩提妙
法，此非有「德」者不載；正是：「皇天無親，唯德
是輔」。「德」是抽象看不到，但看得出「德」性的
流露；我們宜以「德」養「性」，好好涵養「德」
性，立志做個人格完美的人，迎向光明的人生，再把
自己光明的「自性」，推展給周邊的人，「各隨因
緣，度化眾生」。
「道之尊貴」是「先得後修」、「一世修一世
成」，此幸賴彌勒祖師鴻慈大愿替眾生暫扛累世業力
之方便法門：人人可「得」、人人可「成」，乃千真
萬確兼且是空前所沒有的殊勝。也是早於少年時期，
曾恭聆前人輩賜諭以激勵後進修道的金玉良言，迄今
仍永鑄心中，未敢稍忘。藉此分享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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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身培德

詠鳳
人最難修的就是內德，讓人認定這人內德很
好是不簡單的，修內德比修口才還難上十分。
你雖然沒有資本建立一個化學工廠，但你可
以從你的心境，創立一個小小而完整的工廠。化
學工廠的最大特點就是能廢物利用？如果你有這
種化學工廠的心境，多麼不好的「話」，你把它
收容下來，加以整理，再由你口中發出來，就成
為「美言好語」。如果你有這種化學工廠的心
境，多麼不好的人，你把他收容下來，就可以使
他改變成非常好的人，這樣做不要本錢，只要你
用心，只要你有度量，有涵養，有志向，人人都
可以做到。你們儘注意到環境，卻不注意心境，
只知道美化環境卻不知美化心境，知道改變環
境卻不知改變心境。問問自己，打從求道以來，
你的心境改變了多少？太少了，只是在道場上稍
有改變，當離開道場，離開道親，回到你自個的
環境，很快就原性復發，驕的照樣驕，傲的照樣
傲，強的照樣強，是不是？後天之性改變的太少
了，要改變後天之性，必須誠心誠意接受別人磨
煉，找機會去接受磨煉，玉石才能攻錯，如果你
不接受磨煉，只想自己管自己，可能嗎？自己做
錯了，捨不得打，捨不得罵，即使你罵，也是偷
偷的罵，生怕人聽見，那算是真罵嗎？所以人不
成器，不長進，不成聖的最大弊病，就是護己、
護短、要人誇獎，要人稱讚。你沒有這種「聞過
則喜」的修養，因此就得不到忠顧善導的朋友。
幾時你發現你的心裡，常常有一種莫大過失
的感覺，你就接近於聖人的邊緣了。聖人過多，
賢人過少，小人無過。聖人何以過多？因為聖
人，以天下為己任。擔天下人之過，因此過多。
賢人敢做敢為，擔一人之過甚凡情，所以過少。
小人推御責任，不辨是非，不以為過，所以小人
根本無過。如果你開口閉口都說「不關我的事，
不是我的錯」，那你的境界就差得遠了。如果
在一個環境裏，無論誰發現了不對的事情，他一
身擔當，想盡辦法要叫人相信這件事情確實是他
做的，他總以為在環境裏，誰有過失就是他的責
任，這種擔眾人之過的胸襟，是不是可以得到人
家的敬佩？徒兒們，希望你們從這些細節地方加
強，那便能夠使你身心充滿道的氣氛，不在於你
開口講道，就叫人看出與眾不同，你身上有道，
懂嗎？
今天既來佛堂，既然要修道，就要有修道的
樣子，要給自己一些戒律，為什麼愈修愈倒退？

（上）

《摘自老師的話 慈父般的叮嚀》

因為沒有要求自己，自己放縱自己的慾望，我今
天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就不會進步，要拿
一些規條讓自己進步，慢慢克制自己，讓自己自
自然然慢慢的漸進，達到聖賢仙佛的目標 。
現在的人是否都很自私呢？不要想別人，想
自己就好了，有無自我反省呢？你們若有好吃的
東西時會先給誰吃呢？是否有想到父母有否吃過
這些東西？你們雖有善心，但對這些道理，還差
一截，所以才要回來這裡聽道理。
你有心研究「修道」，慢慢的會提昇自我，故
應要互相的研究切磋，改毛病，除脾氣，並非研究
吃得好、穿得好。
修道不是三、五天就知道什麼意思？修道是
自己隨時要改毛病，去脾氣。
修德！什麼叫德啊？平等就有德啊！少的要
敬老的，老的愛護小的。所以人要有謙，謙者有
德性，以德性才能服人，是不是？人說「有德不
令而從」，你沒德性，叫別人怎麼做，別人就不
會聽是不是？為什麼不服從呢？因為你觀念不正
確，所以別人就不聽啦！
人，在紅塵世中修持，在人群團隊中學習，我
們要學習忍讓、容他之氣度。低到極處即為高 。
對於表面的事我們要深入探究，不要被其傷
害，也因此凡事不能以形相定之。修道要修的深
入，要知道「謙受益，滿招損」，雖然別人給我
們的意見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有用，但我們還是要
虛心接納，誠心領受。
人應常常懷著感謝的心，若別人欺負我們
時，我們心應想，人雖虧我，天卻不虧我！感謝
他磨鍊我，則心必安理亦得，悠悠自然。今天我
若無感謝之心，就容易動怒、動氣，到頭來受傷
害的還是自己，是不是呀？
為人如果沒有彈性，不能容忍、圓忍、化
忍，當被人家這麼一撞，你就凹進去了。如果內
部稀鬆，對道信念不篤定，就算再圓，用力碰撞
還是有一個角 。
修道總得要低心下氣，修道貴在「常綠」；
修道貴在淡如水而維持時間久。壞事怕起頭，好
事怕收尾，懂嗎？所以叫做開始容易慎終難！
人啊！都在得失當中轉來轉去，常為了多得
一點點而計較，有了計較就有了無窮盡的煩惱，
仙佛點化人的缺點都是暗中點化，看到別人的缺
點要拿來當戒惕，不要以別人之缺點為笑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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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階梯

修道是在修正自己的觀念與行為，以及濟世利
人，啟發人類久塞之智理，灌輸人類之道德精神。
同時將凡心煉成佛心，並達至圓滿之行為；是以超
拔生命為重點，亦是在創造永垂不朽，永生不滅的
大我生命。
六祖慧能大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
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仙佛云：「修道
修心」，「道」原本是不用修的；「至善慈悲」
之「道心」，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人們要修的是，沾染情慾後之「人心」「血
肉心」。因此人們要如何修正人心和血肉心呢？
就如同神秀所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所以我們要時時：
「去三心」─過去心、未來心、現在心。
「飛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空五蘊」─色、受、想、行、識。
「除六慾」─色、聲、香、味、觸、法。
「掃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慾。
「甩八邪」─眼(觀美色)、耳(聽惡聲)、鼻
(聞味香)、口(貪生靈)、心(生邪惡)、意(追邪
情)、足(行邪地)、手(亂舉動)。
《大學》云：「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正心誠意」是做人
基礎，便是修道的基本要素。「時時勤拂拭」，恢
復本來「清淨無染」之自性，是謂「修道」。自古
以來修道者眾，而成仙品證佛果者稀，為什麼呢？
皆因未遇真道而功不精也。古之修道者都是苦修苦
煉，捨家棄業，斷情絕慾，出家剃髮，心不妄動，
修至內功圓外功滿，至誠所感，然後得蒙上天慈
悲，暗派仙佛指點，否則是不能得上乘大法的。
然一貫道弟子求道後，我們平步的名登天榜，
地府抽丁，是多麼的慶幸呀。諺云：「來得早不如
來得巧」我們得了寶貴的大道，能在家修，全家
修，聖凡雙修；先天大道固必須修道辦道，後天事
業亦可以營謀，一面修道，一面進行個人工作，如
此容易簡便，這乃是上天老 愛子心切，大發鴻
慈，大開恩典，讓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修道。
修道的階梯：修道人，求道前──天定勝人，
求道後──人定勝天。因為未修道前，無論做什麼
事情都隨著環境而走而做，所以離不了善惡因果之
輪迴，這也就是所謂的「天定勝人」。求道後能明
是非辨善惡，知其不可，不為之，知其善者，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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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去惡揚善，無形中就能改變環境，也達到至高
的修為，因此無形的因果勝過有形的造化，故謂
「人定勝天」。
所以求道後，修道行道就是走人生的後半段，
就是要去十惡(口有四惡：綺語、妄言、惡口、兩
舌。心有三惡：貪、嗔、癡。身有三惡：殺、盜、
淫。)、行十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
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慾、不瞋恚、
不邪見) 、守五戒(殺、盜、淫、妄、酒)並五常
(人五常：仁、義、禮、智、信。身五常：元性、
元神、元精、元情、元氣)。所以一貫道弟子求得
寶貴大道後須修道、行道，這也就是驅善避惡，開
始改變人生修為。
修道七階段：(是成佛最快的途徑，也是積功
累德的方法。)
(一)清口：
吃素並不是心好不好的問題，而是了解因果、
健康身體、成佛作祖的問題。求福莫過於齋戒佈
施；求壽莫過於不殺放生；求慧莫過於博學多聞；
求安莫過於省察是非。素食在身體方面是治病、在
生理方面是防病、在心理方面是卻病。
(二)渡人：
渡人是親民的工夫，聖賢的作為，菩薩的心
腸。渡人是每一個修道人應該做的事。渡人是苦海
的救生員，渡一人便有三分功德。
(三)講師：
探討真理是人類最高貴的希望，傳播真理是
人類最神聖的責任。講師的好處可以增進人格堤高
資格，培養口才、增益眾生，平常為人處事助人為
善，把惡口變為善言。
(四)設壇：
佛堂是天堂的介紹所(求道、得道、代天宣化)
、三曹的事務所(辦道) 、學佛的改良所(開班、參
班) 、成道的修煉所、西方功德的加油站，眾生性
靈的救濟站、培養品德的大學校、避劫的眾福地、
仙佛的歡喜地、捨念的清靜地。
(五)開荒：
是上帝的使者，播種的農夫。開荒者的功德最
大，因此最了不起，最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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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才：
這七項中人才最簡單，所謂為眾生服務是最光
榮的，工作是道德，為真理服務是最有代價的，服
務是幸福。
(七)三施並行：
三施：「財施(得資生之樂) 、法施(成智慧之
益) 、無畏施(離苦惱之境)」也就是佈施。法施是
講師，無畏施是開荒渡人，剩下的是財施。
修道的好處：
1、可以逢凶化吉─遇到災劫時，可用三寶來
求上天老 保佑平安。使用三寶是上天口傳心法，
上天贈予我們的護身寶物。
2、可以改變命運─命運是累世所作為的結
果。因此得道後虔心修道，以渡人行善，和佈施所
積下的功德，便能改變命運。
3、可以提高品格─品格就是人格，所言所行，
人天歡喜，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祿綿長。

修道課程：(修道品格驗當先，再培功德立志
前；火候煉足性光現，博文約禮法聖賢)
1、品格─是修道首門功課：效法聖賢。
2、功德─是成聖成賢的主要條件：捨己為
眾。
3、火候─是煉性主要功夫：忍辱吃虧。
4、禮節─是修道的基礎：治己治人。
修道十則：
一、尊師重道
二、慈悲喜捨
三、真修實煉
四、開荒播種
五、三清四正
六、行事篤敬
七、以身作則
八、時察己過
九、大公無私
十、堅毅不屈

謹守佛規
聖凡勤修
去妄成真
廣設慈航
淡泊名利
謙恭有禮
反哺親恩
知過必改
進德修心
忍辱負重

美國洛杉磯全真道院道親法會
一、時間：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二、地點：全真道院
懇請各位學長參加道親法會，
請向溫詠鳳學長(626-572-3652)或
陳彥宏學長(626-572-9000)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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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Ash (Part 2)
The Tao
We often associate the Tao with nature, and
we have the familiar mental image of a temple
or monastery far away from civilization, so the
idea of a Taoist cultivating in hermitage sounds
reasonable. This story disagrees. Why?
The truth is that hermitage will certainly give
you physical isolation, but perhaps not spiritual
elevation. Cold Ash enjoyed peace and quiet from
the lack of distractions, but this did not mean
he became better at handling them. Indeed, the
opposite was likely to be true, because his ability
to handle distract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rusty in
that remote setting, so any negativity or annoyance
would get to him more, not less.
This is the central message of the story:
the hermit imagined he was at a higher level of
spiritual refinement, but that illusion shattered
upon contact with another human being. It was
particularly ironic that anger still smoldered within
Cold Ash, ready to burst into flame in an instant —
despite the name he had given himself.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is about the danger
of assumptions. Cold Ash assumed he was
spiritually accomplished. He had a high regard
for himself and looked upon people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disdain. This is a common affliction
for many, whether they live in a mountain, a city,
or anywhere else. Isolation, alienation, and the
assumption of superiority can happen to anyone
anywhere.
This assumption is the kind of arrogance that
rears its head when someone acquires a low level
of knowledge. His ego is inflated because he
knows more than a novice, and not yet enough to
realize how much more there is to learn. This is
why Lao Tzu cautions against knowledge several
times in the Tao Te Ching (for instance, chapter 19
talks about the benefit of abandoning knowledge,
and chapter 48 describes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s being opposed to the Tao). Despite Lao Tzu’s

by Derek Lin

warning, there are plenty of people studying the
Tao who fall into the trap. They talk to others in
the same condescending way that the hermit spoke
to the old man.
What, then, is the answer? How can we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urselves? If we have already
fallen into it, how can we get out?
The answer is that we need help from other
people. This does not mean asking the people
you admire for advice. It also does not mean
looking to the people who fail in life as your
counterexamples. What it means is that the way to
gauge our spiritual progress is to see how well or
poorly we deal with the most negative, difficult,
and downright annoying people out there. You
know who they are — they are the ones who push
your button, the ones who get under your skin, and
the ones you absolutely cannot stand.
We cannot deny that there can be great value
in getting away from it all and reconnecting with
na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know that the
annoying people of the world do not cease to exist
just because we don’t see them around for a while.
They are still out there, just as annoying as ever,
and ready to annoy you again as soon as you get
back. The only way it’ll ever be different with
them is if you become different within.
Ultimately, that is the challenge. Can we learn
to deal with people more calmly, gracefully and
smoothly, no matter how deserving of scorn they
may be? If you can master this challenge, then you
will know your attainment is real.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move away from civilization, because
the Tao resides with you wherever you make your
home.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change your
name, because the essence within you, like the
Tao, shall be more truthful and powerful than any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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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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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04/01/2012
04/08/2012
04/15/2012
04/22/2012
04/29/2012

班 長 道寄韻律
史振英 吳韓衛
呂柏欣 吳韓衛
陳靜嫻 溫潔芳
道
溫詠鳳
吳韓衛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心量與涵養 : 林達雄
春
季
大
典
信仰與生活 : 羅煥瑜
大
學 : 郭詩永
徐翠妤
養 生 之 道 : 宋麗娜
一貫道義 : 陳正夫
郭詩永
親
法
會
環 保 意 識 : 張邦彥
彌勒真經 : 陳淑敏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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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吳振龍、游士慶
Allen Chen、 Eric Chen

中文讀經、禮節、道歌、道化人生

內

容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大學、成語故事、中文報紙、中文寫作

內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唐 詩、基礎ㄅㄆㄇ、節 奏、勞 作

高子評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4/01 ~ 04/07
陳正夫

04/08 ~ 04/14

04/15 ~ 04/21
陳正夫

徐翠妤

04/22 ~ 04/28
郭詩永

04/29 ~ 05/05
辜添脩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04/15/2012
04/22/2012
04/08/2012
04/01/2012
楊阿晟、杜梅瑞 溫詠鳳、陳佩芳 林貞伶、陳秀珍 溫潔芳、呂柏欣
吳振龍、陳柏瑋 羅煥瑜、溫佳源 吳韓衛、史振英 盧清明、易榮熙

天緣佛堂

04/05/2012( 三月十五 ) 人 生 十 字

講師：羅煥瑜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梁美蘭

04/21/2012( 四月初一） 修 道 體 驗

講師：盧清明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容寶玲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輪值表
04/01/2012
負責點傳師 辜添脩
日期

組長

04/29/2012
譚覃光、武詩竹
陳柏瑋、陳宣霖

吳韓衛
張書興

04/08/2012
郭詩永
林貞伶
陳秀珍

04/15/2012 04/22/2012
辜添脩
徐翠妤
武詩竹
史振英

吳韓衛
張書興

04/29/2012
郭詩永
林貞伶
陳秀珍

日 期
負 責 人
鄭末子
04/01/2012
04/08/2012
楊阿晟
04/15/2012 鄭末子
04/22/2012 楊阿晟
04/29/2012 鄭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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