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彌勒菩薩未成佛前都住在兜率天內院，為補
處菩薩一生不退轉說法之依處，經過四千歲而下
生人間於華林園中龍華樹下成道，開三次法會，
度盡上中下三根之眾生，所以叫做龍華三會，以
普度眾生。

第一會說法，96億上根器者得阿羅漢。
阿羅漢(Arahant)為梵語，譯為：
1.殺賊，殺煩惱的意思。
2.應供，當受人天供養。
3.不生，永入湼槃不受生死果報。
他們曾發大乘心，廣修六度，此生命終，必

定上生兜率內院，見佛聞法，必得證果。
六度萬行法：
1.布施度慳貪。　　
2.持戒度毀犯。
3.忍辱度瞋恚。　　
4.精進度懈怠。
5.禪定度亂意。　　
6.智慧度愚痴。

第二會說法，94億人得阿羅漢。他們能生決
定信心，受持五戒，因有三皈、五戒功德，聞法
修行亦得證入果位。

五戒：
1.不殺生即是不殺傷生命。
2.不偷盜即是不盜取他人財物。
3.不邪淫即是不做夫婦以外的性行為。
4.不妄語即是不說欺騙或誑言。
5.不飲酒即是不吸食有麻醉人性的酒類或毒
  品。

第三會說法，92億人凡對佛道有一念隨喜
心、讚嘆心，即使一叩首、一禮拜，均能聽彌勒
說法，點玄得道，證阿羅漢。

一貫弟子求道後，一心皈依彌勒，窺基大師
云：二因兼積，六事齊修，力行十善道即可。

窺基乃唐朝高僧專精著述，造疏凡百本，人

稱玄奘為法相、唯識開創之祖，窺基為守文述作
之宗。

二因：
1.生因：能夠產生果實的因種子，如麥榖等
  種子。
2.了因：能夠以智慧去透視事物的原理，如
  燈光照物，清晰可見。

六事：
1.精進修諸功德，三施並行（布施）
2.威儀不缺，外表端正，感化周遭的人（戒
  律）
3.掃塔塗地，清掃佛堂，修飾道場（忍辱）
4.以眾名香、妙華供養，進退有序，毛巾供
  獻禮節（精進）
5.行眾三昩，深入正受，無妄念生正見（禪
  定正定）
6.讀誦經典，因閱讀而悟道或聞言而悟道
 （智慧）

十善道：傅大士為梁武帝說：「天下非道不
安，非禮不樂，古今中外，不離這個道理。」

1.親仁愛物，慈心不害，即不殺生。
2.正義不苟，自守廉約，即不偷盜。
3.以禮自制，防止邪念，即不邪淫。
4.忠誠而言，斷諸虛謬，即不妄語。
5.言不傷人，不生謠辭，即不兩舌。
6.溫容而談，遮於罵詈，即不惡口。
7.語從正言，不參雜飾，即不綺語。
8.不慕虛榮，不爭貨利，即不貪欲。
9.心地平和，而不暴燥，即不瞋恚。
10.不昩因果，正見明瞭，即不愚痴。
自己的身有三業善，自己的口有四業善，自

己的意有三業善，合身口意名十業善。自己諸惡
莫作，教人諸惡莫作；自己眾善奉行，教人眾善
奉行。自善而善人，自益而益他。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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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彌勒上生經 (四)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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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春節，由大年初一，全真園遊會到慶元宵，濃濃

年節的熱鬧氛圍裡，大家歡欣迎接新春互道恭喜。今夕是小

過年，陳國文同修之書法揮春，獲得陳點傳師採用，祝禱語

皆喜氣洋洋，期待道務日進千里的同時，巧合的是黃明雲講

師應邀上台分享開荒辦道心得，陳點傳師給予肯定、讚賞：

開荒辦道需要巨大之毅力及堅持精神！闊別五年的黃講師平

和、謙恭如故，親手做了大鍋油飯作伴手禮，在掌聲隆隆的

歡迎氣份中，娓娓道來：首先，感恩上天慈悲，溫婆婆，溫

嫂熱忱款待以及看到這麼多熟悉又親切的同修；平安就是

福！大家能夠在如此安詳、和諧的環境裡修道，確切是累世

修來福氣！反觀東南亞貧瘠、落後國家，缺水缺電，燃的是

油燈，水靠天上來的雨，家家戶戶好幾個大水缸，以備雨季

儲水，供全年之用。食水如此的供應由清、濁，到烏黑還是

要喝……當地生活十分艱苦，衛生條件非常差劣，廁所自己

找，就地方便來解決……想想彼此同是人類，生活狀況仿似

雲、泥的天壤之別啊！

2013年由柬埔寨轉到氣候異常炎熱的緬甸，開始是購買

棉被挨家挨戶成全度人，幸虧開壇當天辦了三十四位，求道

者幾乎是自願上佛堂來。點傳師僅僅停留一天，開壇後就匆

匆趕往泰國辦道去。只後學一人留駐，每天負責四個班次的

中文授課。上課一開始，就教學生唱《一貫道宗旨》，難得

孩子們都很精進、向學。剛抵達不久，竟染上登革熱，發燒

以致高熱不退，從台灣攜去的消炎藥只好加倍服用，手部甚

至起紅疹了……當時，靠意志力撐著，即使抱恙依然授課，

天天睡覺、飲水，飲水又睡覺；舉步維艱，驗血結果稱云無

大礙。如此忐忑不安拖了十多天，飽受煎熬之下，誠心叩首

頻喚濟公老師，一番默禱之次晨，輕拭佛桌當下，驀然回

眸，發現萬年青的白荃綻放，漂亮高雅，老師有所回應，內

心慰藉，頓即精神倍增，連忙拍下照片存念。

「道真、理真、天命真」確切很受用。不容忽視，莫

等閒視之。黃講師繼續講述一名柬埔寨當地校長，帶領學生

就有五、六百人。某日急診送越南就醫，若是住緬甸就得送

至泰國，可見醫療之缺乏。於是專誠上門拜訪，其妻說出原

委：只因兒子事業忙碌，情急之下，為父者竟洩漏了天機，

貿然把「三寶」宣之於口，結果，治療花了很長時間，方痊

癒。足以啟示「三寶的尊貴」。況且求道可以保平安，脫劫

避難，某次由於印尼火山爆發，波及一條村子村民生命，只

剩下一戶人家存活，全家已求道了，安然無恙。繼後，舉家

遷往仰光避禍，遠離高危險地帶。黃講師長駐柬埔寨、緬

甸兩地，見證了無數的災殃，所有求得「三寶」者，有驚無

險，都倖免於難。奉勸大家求道之後要修道，學習感恩懺

悔，在家要孝順，對家人要友愛。一般人，每屆春節依習

俗，上廟進香，點燃光明燈，其實，我們應該瞭解，求道時

候，點傳師已經給我們燃上這一輩子的終生的光明燈。好比

家裡有尊活菩薩，自己不懂珍惜，卻非要到外邊去尋尋覓

覓！

知否明師之一指，東南西北發愿就能解脫劫難，只要大

家發愿，依愿行，當愿必衝天志，了卻累世業障，藉這短暫

人生裡，學習佛法，體悟人生道理，一世修一世成，以脫離

生死輪迴之苦！別箇迷路而要真心了愿，期盼大家趕快親自

來感受，體驗一下；再者，尚有寮國、泰國、越南極需大道

普傳，歡迎大家發個愿，參予開荒辦道行列！

接著，羅孟軍講師以「平心靜氣看佛燈」與大家結緣：

坦率地透露去年遇上不少考驗。經歷磨練心志。誠然，去脾

氣，改毛病就是修道，說的輕鬆，實踐卻困難重重，知易行

難也！幸而當遇上疑惑不解之際，影像前依稀呈現一盞燈，

它代表光明惕勵自我必須用智慧處理，如是思惟原本笨拙，

瞧著不順眼的事情，卻出奇地以睿智，從容解決不少棘手

事，清晰地迎刃而解，心燈一亮，頓時心胸闊大，能容天

下之物：因此修心養性的艱難之路，必須腳踏實地認真走

過，要想心胸闊大，就得能沉能浮，能上能下，不計較一時

之功，或一時之名，不計較一時之失，或一時之過；每每

就寢前自必然冉冉升起智慧燈的當下，學習前人教誨，心定

若磐、氣定若神、禪定若閒。此般的氣定神閒，仔細思量：

「平心靜看佛燈」，佛是覺悟者，吾是迷惑者，當必不可相

提並論。

老祖師的大度能容、笑口常開。標誌著「宰相肚裡能

撐船」，假設大家氣浮言燥的時候，不妨學佛的心平氣和，

豁然開朗，且來共同研究心闊，胸開這一門學問：心定可察

變，氣定可省恕，禪定可息爭。善於察變則立身穩，善於省

怒則享稍停，善於息爭則增度量。以上涵養身心乃我們立

志、煉志的重要前奏。回顧去年，一貫道給予後學帶來，頗

為豐富的人生，亦體悟良深。藉此，赤誠感謝全真道院點傳

師們的開導，教我們守道義、行忠言；以德服人，以德感

化。且看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立德居榜首，畢竟有

著檔次的差別，點傳師帶領大家皆是同道而相益，同心而

共齊的攜手共進，摒除以利相親的卑俗而刻意非要去做什麼

事。

談起老子：「無為而治」。無為：是客觀規律的道而

不妄為。妄者：亂了步驟。既然一切都由道所決定，任何人

就不該也不必違背道而人為的去做事。自然規律即不違背又

不改變客觀規律。抑且老子強調內心修持重要在於順道，自

然的涵養，智慧，遵道而為，別箇妄自做為。身正無為的

「道」，它給予們精神的依託，支撐，成為一種信念，毫無

傷害的和諧。

人為萬物之靈，適才黃講師的一番提示，身在福中的我

們要知福，處在這安樂國土確實是幾生修到，豐衣足食，不

愁吃不愁穿，氣候炎熱有冷氣，冬季寒流有暖爐。周日到全

真道院，初一、十五來溫媽媽這兒參班，修福修慧，修道就

是時刻在警惕自己，凡事循遵良心去做。只要掌握大道，我

們就能夠長期穩定，持續永恆發展下去。最後，祝願大家擁

有快樂，圓滿的修道人生！

天緣佛堂
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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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詠鳳

《大乘百法明門論》世親菩薩造，唐玄奘法

師譯，此論主要是將《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裏面

的六百六十法，裁決其要領，簡略為百法，以利

眾生剖析一切法無我。世親菩薩是《瑜伽師地

論》的作者無著菩薩的親弟，兄弟兩人是佛教瑜

伽行唯識學派最著名論師。

《百法明門論》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

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我？一切法者，略有五

種：一者心法。二者心所有法。三者色法。四者

心不相應行法。五者無為法。」

上面這段論文是說，世親菩薩在講《百法明

門論》之前，先標出本論的宗旨就是「一切法無

我」；『如世尊言』這個「如」就是「隨順」，

意思是說，本論的宗旨不是我（世親菩薩）能夠

覺悟的，而是傳承世尊在一切大乘經典的開示，

也就是說這個傳承是來自佛陀的說法。

《大乘百法明門論》把「一切法」統攝成

「百法」，也就是一切現象的百法，它的本質是

「無我」，也就是「人無我、法無我」。簡單

講，能取相謂人我，所取相謂法我。這一切法，

一定要假借因緣才能夠運行成就，離開了因緣，

沒有獨立自主的體性。無論是人或是法，都沒有

獨立自主的體性，這叫「無我」。

「一切法」，在本論當中分成二類：「有為

法」與「無為法」。有造作因緣的就是「有為

法」；不是因緣造作、呈現一種寂靜狀態的是

「無為法」。「有為法」又分成二類﹕「色法」

與「心法」。「色、心」二法又分成二類：一個

是凡夫的「惑、業、苦」雜染的境界，另一個

是聖人表現出來的「清淨的境界」。因此「有

為法」含下列前四類法，「無為法」為最後一類

法。

1.心法有八種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

那識、阿賴耶識。

2.心所有法有五十一種

一、遍行五者﹕作意、觸、受、想、思。

二、別境五者﹕欲、勝解、念、定、慧。

三、善十一者﹕信、精進、慚、愧、無貪、

    無嗔、無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

    害。

四、煩惱六者﹕貪、嗔、癡、慢、疑、惡

    見。

五、隨煩惱二十者﹕忿、恨、惱、覆、誑、

    諂、憍、害、嫉、慳、無慚、無愧、不

    信、懈怠、放逸、惛沈、掉舉、失念、

    不正知、散亂。

　六、不定四者﹕睡眠、惡作、尋、伺。

3.色法有十一種

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

觸、法處所攝色。

4.心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種

得、命根、眾同分、異生性、無想定、滅盡

定、無想報、名身、句身、文身、生、老、住、

無常、流轉、定異、相應、勢速、次第、方、

時、數、和合性、不和合性。

5.無為法有六種

虛空無為、擇滅無為、非擇滅無為、不動滅

無為、想受滅無為、真如無為。

前四類共含有九十四法，是屬有為法，也就

是因緣法。依此我們可說，百法明門論絕大部分

是在講因緣法，是在講十二因緣法，也就是說我

們可以用修習四念處來完成這九十四法。

禪修最佳的入手處是觀當下，也觀就是現在

正在發生的事。《雜阿含經》佛陀原教的安那般

那法，依次地含身受心法四個念處，其中身念處

是觀身行，受念處是觀心行，心念處是觀識結，

法念處是觀無常。

《大乘百法明門論》簡介與修法   林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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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行就是六入支裏的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的

「根境為緣生識，根境識俱為觸」，這是我們

感官對外境的覺知，也就是用五種感官去覺知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因沒有進入受（想行），

不知不覺會感覺到念息遍（或全）身與念息除

（或滅）身，此時所患之苦會停止，這種苦的

止息會令我們感到驚喜，進一步會感到樂，這

就是說自然而然地進入受念處。

喜與樂是受支的覺知，受念處所觀的心行就

是指受（想行），又稱名法，名法是法境，會

與六入的意根相應，意根法境為緣生意識，意

根、法境、意識俱為意觸，觸而後產生受（想

行），受（想行）又稱名法，其與六入的意根

相應…，如是循環稱為心行。因與苦相較，覺

喜的心行顯而著，之後會漸漸淡化為覺樂的心

行，這是一種細微且長的覺知，慢慢地這樣的

覺知也會消失了，這就是受念處最後的一個階

段—除心行，心行一滅除，就自然而然地進入

只有識的世界—心念處。

為何如此呢？依十二因緣法，一切有為法是

這樣造作的﹕以六入支為緣生觸支，觸支為緣

生受支，受支為緣生愛支，愛支為緣生取支，

取支為緣生有支。有支又名有結或識結，這是

生死輪迴的結，其內涵為「識緣名色，名色緣

識，貪愛在其中」，這是心念處之所在，這時

進入禪定，在禪定中六根主要的功能完全不起

作用，因此心念處是底層長期記憶的運作，或

是第七莫那識與第八阿賴耶識的運作。

心念處四個階段依次為覺心、令心喜、令

心攝、令心解脫。對於心是什麼，每人都有自

己的想法與觀點，但只有在覺心這一階段，才

可能真正了解與體驗心，因為此禪修階段所看

見的影相或體驗是心的真實反射，這是很難找

到描述它的比喻，有時只能說，它像一種光，

像一種禪悅的感覺。令心喜與令心攝是指針對

暗淡與不穩定的影相或體驗的兩個步驟，令心

喜就是當心越是喜悅，影相或體驗就會越趨明

亮與超凡。令心攝是指在持續的觀察與專注之

下，不穩定、一閃即逝或是不停移動的影相或

體驗就會越趨穩定，直到它變得非常明亮與強

大，那是比此生所見過最美麗的顏色或光影更

加美麗與令人感動。令心解脫是指當心從身體

與五入處釋放出來，解脫了一切之後，心可隨

處漂浮，不再有時間與空間的感覺，對當下發

生的事不再會有任何身體的感覺，聽不到任何

聲音，也說不出一句話，此時會欣喜若狂，卻

又完全持有正念、安定，會感覺穩如磐石一

般。

法念處則是出定後就禪定中所觀，其四個步

驟依次為無常行、觀舍遣、觀離欲、隨觀滅。

無常行是思考這些定中所觀皆為緣生，緣生故

無常；觀舍遣是指因悟無常是苦，以苦故不可

愛、不可戀，進而產生出離心；觀離欲是指因

出離心而離貪斷愛；隨觀滅是說苦故無我，無

我故無我所。我是能緣，我所則是所緣。如果

把識蘊當成我，色受想行（名色）四蘊就是我

所。如果把色受想行當成我，那識就是我所。

無我亦無我所就是能所皆空，就是五蘊皆空，

以此進入寂滅，了脫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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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個國王，出城去打獵回來，路過了佛
塔，便由石線過塔，還向沙門行禮，以表示尊敬。

隨行的大臣都覺得好笑。
國王發現了，就問大臣們說：「如果有金子在

鍋子裡，而鍋裡的水正滾燙著，用手去拿金子，可
以嗎？」

「不可以。」大臣們回答。
「那麼倒進一些冷水，這樣可以不可以？」國

王又問。
「這下就可以了。」大臣們回答。
國王說：「我做國王的事，打獵射箭，就好像

滾燙的開水一樣，而燒燒香，點燃佛燈，由石線過
塔，這些就好像把冷水進鍋裡一樣。國王的行為要
有善有惡，怎能只有惡而不做點善呢？」

人類本質性善？是性惡？二說紛紜，難分軒
輊。

蓋括說來：內心的善根善念，是每個人都有
的。而在成長的過程和生活競爭的誘因下，惡欲惡
念卻深深淺淺地附著在意志薄弱的人的心上。

《荀子性惡篇》：
凡古今天下之所善者，正理平治也。
所謂惡者，偏儉悖亂也。
是善惡之分也已。
依照正行道理，平等對待便是善；
而偏頗危險；背理紛亂便是惡，善和惡是分得

很明確。
《周易大傳繫辭傳下》：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
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在《坤•文言》也有：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是說：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報；不要因

為小善而不去做，也不要因為小惡而連繼不斷；要
知道：能累積耕種善因的福田，子子孫能平順幸
福。作惡多端，深藏罪孽，歲歲年年報應永不終

止。
橫行霸道，善惡立即分辨；而最令人耽憂的，

則是藏惡於善的裡面，口蜜腹劍，雙重性格，戴兩
種面具的偽善者。

陸賈在《新語》書中《輔政第三》云：
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辯者不可以說眾；
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
奸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
是說掩飾惡行，表面上看似善類，甚實內心卻

潛藏著私心私利。
《文苑英華錄》說得更明白：
眾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為也。
眾曰惡，未必惡，觀其惡之由也。
善與惡，人皆有之而存乎一念之間；善行的出

發，是體現自誠明的內心，是自然流露的一種沒有
條件，沒有目地，無分彼此，無分上下的本性率
真。

而惡欲貪念，則是有誘因的背景，有罪愆的軌
跡可以剖析追尋的。

揚善棄惡，但看誠明自覺，如何渡化你我，渡
化他人。

活佛師尊慈示：

修道的人沒有權利去貶視別人，去瞧不起別
人。

每個人都是佛，只是今天開悟了，或是迷痴
中，所以我們都沒有權利去給別人安什麼名份。

有時成全不來，就說他根基緣份不厚；每一個
人都是聖賢仙佛投胎轉世，只是慢了一點，時機晚
了一些。所以心量要打開，心量打開，善惡都可以
納入；心量若打不開，你會看到善的，你也會看到
惡的，這樣是不是就落入對待之中？有善必有惡。

善惡之分別，除非居中，站在中間，不善、不
惡，才可實證。

物以類聚，你若心想害人，邪神就會跟隨你；
反之，你若心想助人向善，仙佛也會幫助你。

心念好不好，上天堂，下地獄，全看你自己。

小故事大道理

偽善與真惡       
《摘自修道故事小品集》



美國全真通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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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day, a scholar by the name of Donguozi asked 
Chuang Tzu: “That which we call the Tao — where is it?”

The two of them were outside, and Chuang Tzu said: 
“Everywhere.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the Tao isn’t.”

Donguozi didn’t quite understand this, so he asked: “Can 
you be more specific and point it out for me?”

Chuang Tzu looked around and saw ants crawling 
underfoot, so he pointed to them: “The Tao is among these 
ants.”

This surprised Donguozi. He asked: “Why such a lowly 
place?”

Chuang Tzu pointed to a blade of grass: “The Tao is in 
the weeds.”

This puzzled Donguozi. The ant was at least something 
that could move around. You couldn’t say that about grass. 
It was only a plant! He asked: “Aren’t the weeds even more 
lowly than the ants?”

Chuang Tzu pointed to some discarded construction 
material: “See that clay tile? The Tao is in it.”

This puzzled Donguozi even more. He asked: “Why do 
you keep going lower and lower? At least the ants and weeds 
are alive. The clay tile is a dead thing!”

Chuang Tzu pointed to a pile of manure: “The Tao is in 
urine and defecation.”

Donguozi’s puzzlement turned into frustration. He closed 
his mouth and said nothing more.

The Tao
This story inspires deeper thinking. On the surface, it 

seems like the Tao is nothing special, since it is everywhere, 
even places that appear to be worthless or insignificant. 
Beneath the surface, what Chuang Tzu is really saying is 
that the Tao is all the more incredible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everywhere. The Tao is not limited in where it can be. We 
can find it not only in the holiest places, but also the lowliest 
—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

Most people divide up the world into categories and rank 
them against one another. To them, it makes sense that some 
places and things should be set aside for special treatment, 
while others should be cast aside to be ignored or ridiculed. 
Therefore, the Tao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emples and sites 
of religious significance, and if the Tao is to be represented 
in a statue or sculpture, then it should be made of a precious 
material.

The thinking of the sage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To a 
sage, the entire world is one sacred creation, and everything 

in it comes from the same sacred source. Places and things 
may appear different in human perception, but all partake in 
the essential oneness of the totality.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with everything else — birth is connected to death, survival 
is connected to elimination, living organisms are connected 
to inorganic objects, and so on. A flower cannot live on by 
itself, separate from its roots that dig deeply into the mud. 
Thus, when Tao cultivators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e 
flower, they recognize also the goodness inherent in all other 
parts of the plant, and the soil that gives it life. Everything 
about the flower, not just its petals, has its own special 
beauty.

Today, Tao cultivators who understand Chuang Tzu’s 
point can see the same limited percep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We may be far more technically advanced than the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but we haven’t advanced much at 
all in terms of our essential nature. Thus, it is very common 
that when people refer to the divine, they look up or point up 
to the sky, or they talk about “the man upstairs.”

Tao cultivators know the truth that transcends the 
mundane mind. The divine is not just up in the sky; it is 
also all around us and below us. It is inside and outside of 
us; it extends in every direction. God is not a man, and lives 
not just upstairs, but also downstairs and in every room 
simultaneously. Divinity manifests not just in every nook 
and cranny inside the house, but also everywhere outside 
the house. To look only to the heavens is to limit that which 
cannot be limite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end of the story depicted the dramatic difference that 
the Tao can make in one’s life. People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Tao fail to see anything special in everyday things, unless 
they are highly valued in terms of material wealth. The focus 
and pursuit of such values never leads to happiness, and that 
is why they are often beset with annoyance and frustration.

You do not need to think as they do. When you 
understand the Tao, you become more like Chuang Tzu. You 
see the Tao everywhere, so you can experience the exquisite 
essence of existence. You do not need to search anywhere 
for the Tao, since it is right in front of you no matter where 
you turn. You live each day surrounded by the mystery 
and miracle of life itself. This is why you are often smiling 
— your smile comes from the joy within, and from your 
appreciation for the incredible beauty of it all.

by Dere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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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is the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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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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陳淑敏、杜梅瑞　道德經、中文教學

  負 責 人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班程表
內　容

吳振龍、游士慶　　　中文讀經、禮節、道歌、道化人生

  負 責 人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內　容

　 高子評　　     唐  詩、基礎ㄅㄆㄇ、節  奏、勞  作

  負 責 人

Allen Chen、 Eric Chen

班長／道寄韻律：吳玉萍

天緣佛堂
 04/03/2015 (二月十五)   

04/19/2015 ( 三月初一） 講師：譚覃光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施月芳

  班長／道寄韻律：梁美蘭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04/05/2015 04/12/2015
楊阿晟、孫  賢 陳心詒、陳品蓉

乾

坤

陳彥宏、羅孟軍 羅日成、史振英

仙佛格言

日 期

負責點傳師

天廚組長

04/05/2015    04/12/2015      04/19/2015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負 責 人

 04/05/2015
 04/12/2015

鄭末子
徐翠妤

武詩竹
史振英

 04/19/2015

鄭末子

04/19/2015
溫潔芳、李良玉

陳恩弘、郭禮嘉

講師：徐翠妤 點傳師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4/05 ~ 04/11
郭詩永 徐翠妤 陳正夫 郭詩永

04/12 ~ 04/18 04/19 ~ 04/25 04/26~ 05/02

04/26/2015
楊阿晟

 04/26/2015

三關九口

郭詩永

林貞伶
陳秀珍

徐翠妤

劉盛妹
陳彥宏 楊阿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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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04/05/2015      
04/12/2015          
04/19/2015        
04/26/2015         道               親               法               會 

溫詠鳳　 郭詩永

郭詩永陳靜嫻　 溫潔芳
   地藏王本愿經:張邦彥
 彌勒真經: 陳 淑 敏

陳正夫呂柏欣　 溫潔芳
 白陽天機: 羅 孟 軍
 無    常: 李 英 賢

 一貫道義: 陳 正 夫

郭詩永

日 期

04/25/2015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易榮熙 陳正夫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題目／講師 點傳師賜導

六

徐翠妤

武詩竹
史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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