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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賜導

佛說彌勒下生經（五）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彌勒已經成佛道！」爾時，魔王名曰大將。以法
治化，聞如來名音響之聲，歡喜踴躍，不能自勝。七日
七夜，不眠不寐。是時，魔王將欲界無數人天，至彌勒
佛所，恭敬禮拜。
「彌勒菩薩已經修成佛道了！」也就是說祂已經到
離苦得樂的彼岸了。那時，有一位名叫大將的魔王，以大
乘的法門來教化眾生，當他聽到有關彌勒成佛的歡聲雷動
時，內心不禁歡欣鼓舞雀躍三百，樂不可支。連續七天七
夜都不眠不休。於是，他帶著欲界諸天的無數人天眾生，
前來彌勒佛所居住的地方，謙恭有禮的向祂禮拜。
彌勒聖尊與諸人天，漸漸說法，微妙之論。所謂論
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
彌勒聖者已經修成佛境無上正等正覺的果位，對於
前來禮拜的所有人界天界眾生，循序漸進，深入淺出地
談論佛法的無上無邊正理。此等微妙正理，就是有關布
施功德的有系統有組織的思想學說、有關持戒修行的思
想學說、有關眾生將來生於天界的思想學說、有關眾生
在凡塵裡有了貪欲就會有煩惱，所以欲望就產生不淨的
想法、以及如何才能出離生死，超越六道輪迴的方法，
以證「若皈依彌勒者，當知是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
爾時，彌勒見諸人民，發心歡喜。諸佛世尊常所說
法：苦、習、盡、道與諸天人，廣分別其義。爾時，座
上八萬四千天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在彌勒菩薩開示此等佛道的微妙思想學說後，祂觀
察到前來參與聞法的很多人天眾生，對這些教義與道理
已有概略的認識，內心對佛道開始產生歡欣喜悅，並發
菩提心祈求其道。接著，祂向大眾解說佛陀長期以來，
為世人講解的基本教義「苦、集、滅、道」四聖諦：
苦諦是迷的果，即苦果
世間的因果；
集諦是迷的因，即苦因
滅諦是悟的果，即樂果
出世間的因果。
道諦是悟的因，即樂因
也就是：苦為生死的果，集為生死的因；
滅為湼槃的果，道為湼槃的因。

當下，在座參與這個盛會的八萬四千諸天界人界眾
生，他們聆聽彌勒菩薩說法後，剎那間，煩惱塵勞得以
解脫，世俗染垢得以清淨，領悟真諦，迷途知返。
爾時，大將魔王告彼界人民之類曰：「汝等速出
家！所以然者，彌勒今日已度彼岸，亦當度汝等，使至
彼岸。」
這時，大將魔王告訴所有住在他治理轄區內的民眾
說：「你們趕快出家去修道學習佛法吧！我所以要勸導
大家，是因為彌勒目前已經修成無上正等正覺的果位，
渡過煩惱生死苦海的中流，到達了無為安樂，湼槃寂靜
的彼岸。同時，祂也要救渡您們所有陷於生死苦海中的
芸芸眾生，也能速脫苦海，同樣地到達湼槃寂靜的彼
岸。」
爾時，雞頭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財。聞魔王教
令，又聞佛音響，將八萬四千眾，至彌勒佛所，頭面禮
足，在一面坐。爾時，彌勒漸為說法，微妙之論。所謂
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
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心開意解，如諸佛世尊，常所說
法：苦、習、盡、道，為諸天人廣分別其義。爾時，座
上八萬四千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那時，雞頭城裡有一位有德行的長輩，名字叫做善
財。他聽到了大將魔王的昭示，又聽到彌勒菩薩開示的
法音，便帶著八萬四千眾生前來彌勒菩薩說法的地方，
他們以頭面著地，禮敬佛足，以示虔誠的佛規敬意，之
後，就在道場的一邊，默識本心靜靜的各就座位。這
時，彌勒菩薩就開始為他們一步一步的循序漸進的演說
佛法的無上無邊正理。這些微妙正理，就是有關廣行布
施功德的論說、有關諸惡莫作持戒修行的論述、有關眾
生眾善奉行修福累積將來上生天界的資糧、有關眾生在
娑婆世界因貪欲而煩惱，以致產生不淨的念頭、以及如
何才能出離生死，超越六道輪迴，回歸理天的方法。這
時，彌勒菩薩看見所有參與盛會的有情眾生，已能心生
喜悅，對佛法有概略的了解，就如同世尊的教導方法，
以世尊常說的基本教義，苦集滅道的四聖諦來教化他
們。這時在座的八萬四千人天諸眾，聽聞之後，煩惱塵
勞得以解脫，世俗染垢即得清淨，領悟佛道真諦，獲得
法眼淨的境界。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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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詠鳳
欣逢鄭寶連點傳師蒞臨洛城指導，喜出望外！
大家熱烈鼓掌齊頌歡迎歌，恭謹聆聽，和藹可親又
慈祥叮嚀的訓勉有加，人人如沐春風之氛圍裡，直
感該多幸福就有多幸福啊！
今期的心得報告，先後有請蘇秉財、賴科瑾講
師慈悲分享。
其一課題：「貪瞋痴」
大地眾生，個個都在睡夢中，生而死，死
而生，生生死死無有了期。世人總執假我為真
我，妄執唯有我的身體是康健的，由於這一念錯
了，處處就會陷入貪瞋痴三種動機。例舉：我
「貪」味覺上可口好吃的，抗拒這不好吃，那又
不美味而生「瞋」，對某食品本身不宜攝取，卻
又無法自制的「痴」，即使醫師警示，仍我行我
素，置之不理。當貪瞋痴作祟，每個起心動念任
憑三毒主宰，所有苦難也如此生，就會開始累積
我的「業」。大家無始以來，已經累積的無數
「業」。每天之分分秒秒都在累積「貪瞋痴」三
惡業而懵然不知。要清楚每一個人自己造什麼
「業」，還是自己去受報的。眾生都有六根、六
塵、六識，就是十八界，此十八界有生有滅，即
令沒有了身體的依靠也是有生有滅的。由心生出
六根，六根生出我們的意識，這個意識俱生我執
的動機就是貪、瞋、痴。輕則身心憔悴，重則沉
淪墮落。
「貪」欲是對生活現象或環境享受，心不知
足的嫌少愛多，追求不已。蓋知：人有「貪」念，
必有繼貪念而起者，曰「瞋」──殺人越貨，肆無
忌憚又必有墮於「痴」，而顛倒是非。「貪、瞋、
痴」三毒是造成生命中，多數苦痛的主要因素，亦
是生生死死輪迴不斷的原因，毒害一切有情。應知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何衝開「業障」牽
連，業力痴纒，有賴今生真心懺悔，實心修煉。
對於貪瞋痴等生死流轉的惡毒，我們應該：知
苦因則不再造業，知苦果則思出離。欲斷輪迴，必
要認清「因果」，只為善，不作惡。據《心經》：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有空性（佛性），才有
空相。不在意識形態中，不再執「假」為「真」，
老實向內修，改良我們不佳之「習慣」，佛堂中共

學互勉，而且點傳師以及前賢大德們都引人歸於正
道上去，徹底擺脫「貪瞋痴」三毒煩惱之根本。
恭請陳點傳師賜導：要修戒、定、慧。解脫不
正當的貪，無義理的瞋，無知識妄動的痴。「戒」
者──防非止惡的意思。防身之惡，不僅惡事不可
做，就算惡的念頭也不可有，止惡行善必能心安理
得。「定」者──使心不亂。駐一境而心不散亂，
勤行修習，必得禪定。「慧」者──破妄證真。心
性正確，瞭解諸真相，契合真理。
其二課題：「心地無亂」
首先，且藉《六祖壇經‧頓漸品》偈語：「心
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
定」三學圓滿者，皆為世人所敬重。如果，離開了
自性，就是著相，有了我執，原來的心性，迷惑了
就會顛倒。我們多麼的感恩上天降下大道，值此良
辰求道了，誠然，修道人亦備受考驗。想想古人的
千里訪明師，萬里求口訣是有多辛苦？迄今， 堂
前一跪，聆受點傳師咐囑：愚夫識得還鄉道……指
引我們回故鄉。只要大家虔心修辦，雖凡人仍可成
聖成賢的。《太上清靜經》有云：「大道無形，生
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
物。」人對世界有一種敬畏：作為我們有限之個體
而言，面對宇宙無限之大又無窮大的空間與時間
之永恆，長養萬象、萬物統統的包容進去，它的
本源是具體的無所不在、無所不通……強其名曰
「道」。看看所有之萬象萬物雖各不相同，卻同處
於這世界上。老子沒辦法拿出一個大道讓大家看，
惟是世界變化有其變化規律，變化有其程序，那就
是「道」。縱令人生無常，而「道」是有常，仁、
義、禮、智、信五常蘊涵深嵌於內裡的這一顆心，
我們都靠「道」維持生命力、維持智慧力：精神的
依託與支撐，形成一種信念，乃是理念所推導：清
靜一如道心！「道」是永恆、永生。所有心念俱是
觀照本來，善用此心，與佛合一；心如止水，永遠
再不會為外界所掀動矣！
恭請郭點傳師賜導：人的心為何會散亂？歸納
於「患得患失」，焉得安寧呢？我們是彌勒眷屬，
當大家的心無所依，請把生命交予彌勒祖師作主，
祂是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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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志佛堂開壇記

詠鳳

溫潔芳
求 道
全志佛堂的壇主Nathaniel Girrens（李勝倪爾‧
格倫斯），簡稱Nate（李德）。李德在美國印第安
那州跟隨「全一佛堂」的壇主Bill Bunting（比爾）
學習太極拳多年。比爾壇主時常向他說一貫道的道
理，鼓勵他修道，他也都在週日上網參班──美國
全真道院的電腦網路週日英文班。兩年前李德從印
第安那州搭飛機，飛行三千多公里到洛杉磯全真道
院求道，可以說是千里訪明師，萬里求口訣。
發 願
2015年6月，李德隨同美國全真道院訪道團赴
台灣，參加張老前人成道五週年紀念大會。在台
灣訪道期間，訪道團參訪了許多公共佛堂，李德
深受感動，興起開設公共佛堂的心願，並發願開始
吃素。2016年10月，趁著陳正夫點傳師、郭詩永點
傳師專程赴印第安那州的「全一佛堂」辦道之便，
李德毅然在「全一佛堂」立下清口愿，並向陳點傳
師申請設立家庭佛堂。李德告訴陳點傳師說：他的
心願是有一天可以開一間公共佛堂，一方面可以傳
道，一方面可以教太極拳。申請設立家庭佛堂是作
開設公共佛堂的準備。陳正夫點傳師和比爾壇主參
訪他的住家後，覺得可行，相約明年的春天為李德
開設家庭佛堂。
開 壇
經過半年的準備，陳正夫點傳師看到李德堅心
修道、立志傳道，所以賜名「全志佛堂」。奉陳點
傳師之命，2017年4月22日週六的清晨六點多，郭
詩永點傳師帶領後學與溫嫂武詩竹，從洛杉磯起程
去美國中北部的印第安那州開壇。我們搭十點的飛
機，飛行約2000 英里（3600公里），抵達印第安那
州是下午5點半（印第安那州與加州有三小時的時
差），這裡氣候比洛杉磯低華氏十度，風清氣爽，
我們租車後直奔新壇主的家。
新壇主李德、比爾壇主與其公子已經在等候

着我們，他們很歡喜的噓寒問暖。我們卸下開堂所
需的隨身物品行囊，並仔細檢查佛堂擺設是否齊
全。只見新壇主早已備齊一切供杯、供果、鮮花；
新壇主還親自下廚，為我們準備好中式晚餐。我們
每一個人都很感動。洋人煮白飯、炒素菜請我們吃
晚餐，還問我們：「好吃嗎？」我們當然要說：
「Very Good! (很好吃)」
飯後我們到超市買一些翌日用品，因為隔日的
午餐由我們來負責招待道親。回到旅館已是晚上10
時過後了。次晨，用過簡便早餐，就趕往新壇，並
凖備就緒，依序進行開壇和辦道的儀式。有兩位新
求道人，另外有兩位洋道親特地開了兩個多小時車
程來觀禮，並復習三寶，隨後共同參班，其精神虔
誠可嘉。
三寶講解則由新壇主李德主講。適才求道的坤
道道親Julie是李德的女友，正為考律師執照而忙碌
備課；她求得大道後即行財施。午餐後距離開班還
有一點時間，可以稍息片刻。郭點傳師請大家坐一
起，說一說修道的體驗，在座的道親都非常稱讚並
感謝「全一佛堂」比爾壇主的教導，他們說到「全
一佛堂」和「全志佛堂」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樣親
切、自然，可以感受到家一般的溫暖。最為感動的
是比爾壇主的兒子盛讚其父：My dad is a fantastic
teacher and mentor, and an exceptional father. 翻
譯：「我的父親是一個很好的的老師、是我的生命
導師，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父親」。
下午一點半（洛杉磯時間是上午十點半），
我們在「全志佛堂」聯上網路，全體參加全真道院
週日的電腦網路英文班。郭點傳師首先上網宣佈
印第安那州「全志佛堂」的開壇，壇主是Nathaniel
Girrens（李勝倪爾‧格倫斯），當天有數十人在
世界各地上網參班，也都同聲祝賀李德壇主開設
「全志佛堂」。接著比爾壇主上網主講「開壇的意
義」；然後林信价講師人在洛杉磯美國全真道院，
上網講述《道德經》。參班完畢，我們辭駕回航。
回程因為傍晚已沒有直飛洛杉磯的班機，要先
飛到德州達拉斯機場轉航，又要等待轉航班機兩小
時，我們回到洛杉磯天緣佛堂已是週一凌晨一點。
遠地開荒不容易，精神、時間、金錢，確切成本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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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是相較對比過往：老前人、前人輩們，翻山越
嶺，赤腳徒步，帶著飯糰，下鄉辦道。國度不同，環
境各異。差距之大，我們的付出真是微乎其微。
相輔相成
美國加州「全昌佛堂」的壇主Edward
Monaghan（愛德華‧摩那翰），簡稱愛德壇主。4
月23日週日也有上網參班，看到印第安那州的李德
壇主（Nathaniel Girrens）開壇渡人求道，生出效
法的心。在隔天4月24日週一，愛德壇主發了一個
e-mail來，說「全昌佛堂」也渡人要求道，請點傳
師安排在下週日到「全昌佛堂」辦道。後續下來的
週日4月30日。陳點傳師率領辦事員們，由郭點傳
師開車，一車道親浩浩蕩蕩到全昌佛堂辨道去。
渡人也是渡己
感恩郭點傳師沿途教導我們：在外國辦道要活
潑應用，才能「見道成道，運轉坤乾。」他說：出
外辦道要注意孔子說的，避免四種通病「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
毋意——不臆測；隨便猜想，無濟於事。
毋必——不是必然如此；不抱成見，成見是對
事情有了先入為主的片面看法。
毋固——不固執己見；唯有不固執，思緒才能
如活水般常常保持新鮮清澈。
毋我——不著相；沒有自我私心的膨脹。我們
只是代天宣化，我們只是上天的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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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夠「實事求是」，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成功！
郭點傳師稱李德壇主就像是孔子所說的：「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於道」：李德壇主知道「道很好」， 所以
千里訪明師，坐飛機3000 公里來求道，求道以後一
心一意想要修道，志向很堅定。
「據於德」：李德壇主很尊敬點傳師及引保
師，凡事請示、不敢自專。
「依於仁」：李德壇主很體貼，為遠來的我們
準備中式晚餐，並用心備妥開壇所需物品。可以設
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是「仁」的表現。
「游於藝」：李德壇主愛好太極拳，武功很好
又文質彬彬，很有禮貌 。
後學以為以上四句上下相承，脈絡一貫。有
了精深的才能，一定要有寬闊的胸襟，才能嘉惠
他人；猶如樹根和樹幹，要互相滋養茁壯、相輔
相成。修道人能隨時覺察改過，心心念念都守在
「道」上。
結 語
陳正夫點傳師訓勉：我們的修辦使命是在美
國，旅居此地，要如何幫助當地洋人求道、學道、
修道、辦道；此乃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
我們要謹記點傳師們的教誨：我們為道彌堅
的展現抱負，偉大的熱誠能戰勝一切。只要大家堅
持不懈地滿懐信心和決心，必能達到目標。心要堅
毅，志要奮揚，力要勇猛精進！期待同修們「精進
莫懈，無忝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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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ly Attire
Once, Chuang Tzu visited the land of Lu and was
invited to the palace by its ruler. They spoke for a while,
and the topic of learning came up. With much pride,
the King said: “In my land, we have numerous scholars
studying Confucian teachings. However, we have very few
who follow your Taoist teachings.”
“Numerous?” Chuang Tzu was skeptical. “Your
Majesty, I believe you actually have very few Confucian
scholars.”
This displeased the King. He said, “Is that so? Take
a look around. Everywhere in my kingdom, you can see
many people wearing Confucian robes to signify their
learning. How can you seriously claim that there are very
few of them?”
Chuang Tzu knew he might offend the King even
more, but he continued: “Your Majesty, I have heard
that among real scholars, the ones who wear round hats
know astronomy, the ones who wear squarish shoes know
geography, and the ones who wear jade can provide
decisive analysis. In actuality, those who possess genuine
knowledge may not wear such things at all, and those who
wear them may not possess genuine knowledge.”
The King looked rather unconvinced, so Chuang Tzu
added: “Your Majesty, if you do not believe me, then issue
an announcement that anyone who wears scholarly attire
without actual understanding will be put to death. Give that
a try, and we shall see what happens.”
The King wanted to prove himself correct, so he took
up the challenge and did exactly as Chuang Tzu suggested.
Much to his surprise and annoyanc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ore Confucian robes dwindled rapidly. After five
days, there was only one man still dressed that way. The
King summoned him and put him to the test. He was able
to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from the King quickly and
thoroughly, demonstrating much knowledge.
Observing this, Chuang Tzu remarked: “Your Majesty,
his attire certainly matches his learning. However, he is the
only one person among all your subjects, so we certainly
cannot call that ‘numerous.’”
The Tao
Appearance can often be deceiving. Anyone could
wear Confucian robes. It didn’t necessarily mean they had

By Derek Lin

mastered or even studied Confucian teachings.
It is like that in our world, too. Some people parade
around with their degrees and positions, trying to create
the aura of great learning or authority. The reality may be
lacking. The impressive-sounding degree may be from a
diploma mill. The high-level position may be something
they lucked into, or even made up for themselves.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those who possess genuine
credentials, like the man in the story who still wore
scholarly attire, and was able to demonstrate his knowledge.
We cannot paint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as those who
make false claims.
The only way to discern the truth is by putting the
claimed knowledge to use in real-life applications.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pretensions vanish and
authenticity prevails. This is what Chuang Tzu and the King
tried to do with the announcement and test. For us, it may
be having people work on a job over a period of time to see
if they sink or swim. Reality is the ultimate arbiter.
We should also apply the teaching to ourselves, and
consider if we, too, have created an appearance that does
not match reality. If that is the case, then we need to shed
the Confucian robe for something more genuine, plain, and
humble.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be a great idea to work toward
earning the robe — if it represents an area of knowledge
you wish to master. It is truly fortunate that today, learning
is more easily available than ever in human history. You
can find many books on any subject in the library, as
well as numerous training videos on the Internet. If you
learn a little bit every day, you cannot help but build up a
tremendous expertise over time. If you choose a subject
matter of interest to you, then you can look forward to
endless fun and fascinating in your intellectual exploration.
Sooner or later, you’ll be able to wear the robe with
confidence. At that point, you may not feel the need to wear
it, because what you hold withi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ppearance you assume. When you do put it on — thereby
presenting your credentials — you will know that you
have done it right. It is an honor you have earned through
diligence and discipline. It is something no one can ever
take from you.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07/02/2017
07/09/2017
07/16/2017
07/23/2017
07/30/2017

班 長 道寄韻律
史振英 溫潔芳
溫詠鳳 余月華
余月華 溫潔芳
孫 賢 余月華
羅日成 陳靜嫻

道化人生
清口意義: 羅 煥 瑜
般
若: 杜 梅 瑞
知行合一: 賴 科 瑾
道義問答: 郭 詩 永
心地福田: 溫 潔 芳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夏
季
大
大
學: 郭 詩 永
彌勒法門: 林 宏 容
性理心法: 黃 東 山
一貫道義: 陳 正 夫

點傳師賜導
典
辜添脩
郭詩永
陳正夫
郭詩永

Moderator )
全真道院經典研究英文班 (Tao Study Group 10:30AM~12:30PM) 負責人(
林信价( Derek Lin )

內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道德經、中文教學

內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幼兒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吳振龍

百孝經、禮節、學中文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7/02 ~ 07/08
郭詩永

07/09 ~ 07/15
徐翠妤

07/16 ~ 07/22
陳正夫

07/23 ~ 07/29
郭詩永

07/30 ~ 08/05
徐翠妤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07/09/2016
07/02/2016
坤
陳靜嫻、余月華 吳鑌娟、陸 煒
乾
吳振龍、羅日成 陳彥宏、羅有兆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長: 鄭末子

日

07/16/2016

期

07/23/2016

溫潔芳、溫詠鳳
溫佳源、史振英

李良玉、陳敏儀 呂柏欣、譚覃光
陳恩弘、黃家隆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組員: 陳 敏、李良玉、陳敏儀

07/08/2017( 六月十五） 清靜經心得 講師：陳淑敏 講 師

班長：余月華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講師：陳淑敏 講 師

班長：吳玉萍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天緣佛堂 07/23/2017(閏六月初一） 清靜經心得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7/30/2016

07/02/2017 07/09/2017 07/16/2017 07/23/2017 07/30/2017
林貞伶
陳彥宏

陳靜嫻
阮氏幸

武詩竹
史振英

林金珠
林勤娟

陳
孫

敏
賢

日 期
07/02/2017
07/09/2017
07/16/2017
07/23/2017
07/30/2017

負 責 人
楊阿晟
李良玉
鄭末子
楊阿晟
李良玉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08/06/2017
08/13/2017
08/20/2017
08/27/2017

班 長 道寄韻律
賴科瑾 余月華
李良玉 溫潔芳
陸 煒 郭詩永
孫 賢 余月華

道化人生
六度萬行: 溫 詠 鳳
信願行證: 林 達 雄
道義問答: 辜 添 脩
內聖外王: 吳 依 筠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中
庸 :張邦彥
彌勒真經 : 陳 淑 敏
論
語 :吳鑌娟
彌勒法門 : 林 宏 容

點傳師賜導
辜添脩
郭詩永
陳正夫
辜添脩

Moderator )
全真道院經典研究英文班 (Tao Study Group 10:30AM~12:30PM) 負責人(
林信价( Derek Lin )

內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道德經、中文教學

內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幼兒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吳振龍

百孝經、禮節、學中文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08/06 ~ 08/12
陳正夫

期

輪值點傳師

08/13 ~ 08/19

08/20 ~ 08/26
徐翠妤

郭詩永

08/27 ~ 09/02
陳正夫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08/13/2017
08/06/2017
08/27/2017
08/20/2017
坤
楊阿晟、黃文瑛 孫 賢、武詩竹 陳品蓉、陳心詒 符美燕、劉秀珠
乾
賴科瑾、陳彥宏 陳柏瑋、司徒建烽 陳宣霖、司徒建基 郭禮嘉、陳恩弘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長: 楊阿晟
組 員: 林勤娟、符美燕、張秀娟

日

期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天緣佛堂

日 期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題目／講師

點傳師賜導

08/26/2017

六

盧清明

修道的路：杜梅瑞

郭詩永

08/06/2017 (閏六月十五） 報 恩 了 愿

講師：呂柏欣 講 師

班長：林月慧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08/22/2017(七月初一） 以 戒 為 師

講師：羅孟軍 講 師

班長：施月芳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8/06/2017 08/13/2017 08/20/2017 08/27/2017
吳依筠
符美燕

林貞伶
陳彥宏

陳靜嫻
阮氏幸

武詩竹
史振英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08/06/2017
08/13/2017
08/20/2017
08/27/2017

負 責 人
鄭末子
楊阿晟
李良玉
鄭末子

美 國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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