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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一、金剛：金中的剛，有堅與利的意

思，它與天命之謂「性」，在明「明德」，

「谷神」不死，有相同的內涵，都是在譬喻

人的真如怫性，是上天賦予吾人光明的本然

之性，是人人俱有，個個俱全的法身。這點

靈明之性，在先天時是潔淨無餘，了無塵

垢，是不增不減，人人等量的，是不生不滅

的。然而落入後天之後，被氣稟所拘，物慾

蒙蔽，像真金被深藏於礦山。所以金剛的堅

忍，雖六道輪迴，而覺性不失；金剛的利則

能破眾生的無明障礙，無微不照。

二、般若：是梵語，中譯為「智慧」，

即是通達真理的智慧。它有粗、細、微、

玄、妙等五個層次。而本經是佛陀所開示的

最上般若心印大法，所以稱為妙智慧。般若

有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境界般

若、眷屬般若、方便般若。

三、波羅密：是梵語，中譯為「到彼

岸」。娑婆世界紅塵滾滾的眾生，有生老病

死，六道輪迴之苦，誠如佛陀偈曰：

雙眼含花東門老，口不吃飯南門病，

惡臭不來西門死，人人俱在北門生。

所以芸芸眾生要渡此生死苦海的此岸，

到常樂涅槃淨土的彼岸。

四、經：係一條正確的修行路徑，是諸

天仙佛聖賢啟示眾生脫離苦海登彼岸的途

徑。要到達彼岸雖有十萬八千里路，看起來

好像遠不可及，但一貫道弟子有幸得明師一

指，點開生死之門戶，彼岸即在眼前。

佛陀滅度前，弟子須陀羅勸多聞第一的阿

難，此刻最要緊的是如何使正法久住人間的四

件大事請教佛陀，以為今後修行的準繩：

1.佛滅後，應以誰為師？

佛答：應以戒律為師，實踐力行。

2.佛滅後，應以何為住（處）？

（即心要處在那裡）

佛答：應以「四念」為住，即是

身念處：不要緣身執淨，要觀身不淨。

受念處：不要緣受執樂，要觀受是苦。

心念處：不要緣心執常，要觀心無常。

法念處：不要緣法執我，要觀法無我。

如果不將此四種顛倒妄見消除，則煩惱

重重，隨俗流轉。

3.經典的開頭，應以什麼起始？

佛答：「如是我聞」四字。它是阿難我

親自聽到佛陀這樣說。意在叫人起信。

附 帶 說 明 ： 經 典 的 序 文 ， 多 用

「千二百五十人俱」，即以佛陀最初的信

徒，憍陳如等五位比丘為骨幹，遂漸組成

的千二百五十人的教團為開端。一貫道

千二百五十人譬喻性理心法的「性」字。

4.佛滅後，對不法的弟子如何處置？

佛答：「默擯」即是不理他。

張天然祖師啟示，一貫道應以覺為師，

我們求道得明師一指點開玄關竅，心燈高

照，智慧頓開，詩云：「閒自訪高僧，煙山

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在修

道路上，要效法顏回夫子拳拳服膺，終身誠

心抱道奉行，懺悔了愿，即能確保生時順

當，躲災避難，歸空後安祥平靜，了脫輪迴

之災，願同修們速覺猛進，同登九品蓮台。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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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點傳師慈悲賜導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儒學之精髓
所在。

人心惟危：人之本性，原受之於天的純善無
惡，但是落於後天，各自在不同的環境中，遭到六
塵牽引生出六慾心，形成七情、八魔。從此良心被
埋没，所剩下用以主宰一身的言、行、舉止之動
向，就是人心，方稱為識神。人心用事，非偏既私
（偏頗、自私），不合情理法又不合大眾化，人欲
之私，凡事不能取之於中正，放失良心，導致造出
種種罪、過、錯。且舉溫水煮青蛙實例：女大學畢
業生，應聘某大機構當會計師，屢屢自豪職場優
渥。經不起金錢誘惑，由文員兼職在旗下夜總會，
涉足風月場所的坐枱陪酒，繼之更措置失當，伴舞
竟又賣鐘點離場，聲色犬馬，步步陷阱。人情薄，
世情險，結果淪落風塵，自甘墮落於無窮盡的因果
輪迴、生死苦海中。猶若青蛙當初徜徉清涼水域，
自得其樂，優哉、悠哉！不諳又不察，鍋外熊熊火
舔趨向熾熱，受不了煎熬，欲躍脫逃生，卻四肢乏
力，惜為時已晚。意喻：人心「生於形氣之私」是
危殆而不安，故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道心是人生主宰的原動力，先天之
元神。它是純真的好，純對的善；人人有，個個同
的道心；它微妙莫測，幽深難見。道心起源於本性
良心，具備著靈明聖人之大智慧，是清明潔淨，一
塵不染，中正不阿，光明磊落。

惟精惟一：「精」者，明也。明白到自己氣
質、無明、私心以及慾念動向。理解「誠」是唯一
完成人格的主要條件。做任何事情只要用至誠的
心，纔能無攻不克，無堅不摧。所謂：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

允執厥中：遵守大道的規則，歸依大道的真
傳，以篤實的信心，很自然的順隨著本性所散發出
來的良心面對人、事、物──道心行事來完成天賦
之使命，以期待歸根見  。

聖人的話就是教化，尤以堯傳舜、舜傳禹之最
後兩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心法真傳的玄
妙處。明顯諭示大家宜積極，認真用功夫：修正我

們歷劫以來已經偏離之不良個性、習性、毛病。剷
除那煩惱、無明，墮落之根，恆用良心來處事應
物，漸漸回復圓明、聖智。奈何無始劫以來，我們
的良知被感染，行為被惡化，道心早已污染，情慾
所蒙蔽，由此不能圓融、自如。

加之，積累業障無數，以致受無數之輪迴果報
又永無止息。師長苦口婆心的耳提面命，勸諭道親
們：「得道要修道，修道可以抵銷業力，釐清業
障。」慨嘆迷昩眾生，總是置若罔聞的我行我素，
欲明善復初，又遙遙無期！

明朝羅狀元「醒世詩」有云：
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
朝朝暮暮營家計，昩昩昏昏花了頭，
煩煩惱惱何時了，是是非非幾時休，
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
各位道親們必須理解：際此每一生命之個體，

縱令生活是如何的坎坷不平，仍需意志堅毅修道，
是幸給予自己雪中送炭，好吧！

全真道場是法船導航，歡迎大家回來共修。道
之功能永遠有其真理之存在。其次，持存涵養義理
之心臻於成熟就會有所長進；在反身以「誠」的前
提下同時又進行外在實踐，雙管齊下，道是導引自
己當行之路徑，人心貴於恆常誠摯持敬，就能克服
邪念，虛妄袪盡，無欲純一，謹記：莫固喪己於物
質而流失在俗世中……

生而為人，領悟到有必要重新來認識自己：洞
悉當下內心質量又能感知外在。不迎造作，不逆良
知。多一點內在本真秉持──守護元神(道心)；
少一些外在刻意行為──摒棄識神(人心)。相生共
濟，不迎不逆，行為遵守內心的道德，必然可以掌
握獨一無二的自己。

孟子曰：人人皆可為堯舜。強調品德修養，非
一朝一夕，立竿見影，得依靠長年累月潛修奉行，
日久見真彰。為了合乎大道最自然的本真，我們應
該有這樣的目標和追求，泰然自若，與天地萬物合
為一體，以祈達致人之精神的最高標準。流光若
短，務必要珍惜未來有限的寶貴歲月，束身自愛，
敦敦實實，歸真返璞。

天緣佛堂
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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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心地福田

溫潔芳

心地一塊田，快樂自己種。要想得到自己的福

田，我們必須擁有一顆善良的心。每個人都希望自

己聰明、有智慧、財富充足、健康長壽；能有福德

之相、富貴之相。就要懂得種福田。

種福田：佈施果報各有不同，種種功德、種

種智慧、其心平等、無有思維。「福田是照導引

生」，照是智慧，智慧觀照，引導生廣大福田。福

田怎麼來？怎樣去種福田呢？（故事之一）有一個

青年，他是長子，有四個弟妹；父親生重病時，請

了四位居士來誦唸《金剛經》，捻香後聽開經的

「爐香讚」他第一次聽梵音。心裡百感交集、說

不出的悲歡心情。聽說吃素是有功德，就與弟妹商

量在這七天誦《金剛經》，誦經期間大家就吃七天

齋。到餐館點菜時，要點個雞蛋糕。人們就問你是

吃清素？還是吃花素？吃清素不能吃蛋！哦！真

是沒見識。七天圓滿過後，他們再為父親許愿吃

初一、十五的齋；吃齋的善根就發起來了，種下

了福田。父親不久病就痊愈了。(誦經可以消災解

難。）

福田會生起無量的智慧、無量的德能、無量的

相好。相好是佛家稱號，就是福報。每人皆有的

德性、人人皆有佛性，《三字經》第一句「人之

初、性本善」，用善心對人，自己會生歡喜心。更

可以把目標擴大，修成更大的福報，就是要慈心不

殺。學習《弟子規》，這是世間福田；修習「十善

業」，是佛法福田。

昨天種種追悔不已；今天決心戒殺，永不言

遲。（故事之二）某富翁生有一個痴呆兒子，心中

常生懊惱。有一天與兒子在門前，一個道士前來化

緣，手撫痴兒頭頂說：「他生得好相，可惜過去殺

業太重，靈竅不開。」富翁心有所悟，從此戒殺放

生。有一天，看見乞丐提着花蛇叫賣，富翁就買下

放生。晚上夢見花衣人前來拜謝，說：「將助公子

讀書成名！」醒來，急忙去看兒子，見到他口吐黑

水數斗，從此，智慧打開，後得功名。

修福的人要惜福。有一種佈施叫做內財佈施。

是用體力智慧去佈施，這比錢財佈施更殊勝！金錢

佈施是隨心、呆板的。內財佈施是用勞力、用智慧

去服務大衆，更具有一個真誠心，所以福報會更殊

勝。我們道場上稱之為「無畏施」。

修道人心要寬，量要大，存心要正。量大纔得

福大，必定位列上乘！不言功、而功自高；不言

徳、而德自厚！量小定然福薄，只怕會勞苦一世。

修道人遵守佛規禮節，守五戒、三清四正，時

時反省，謹言慎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全孝全

忠，無貪無妄，萬有皆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我們修道修心，凡事心存方正，用心監督自

己、嘴巴說話、眼睛看人、耳朵聽事，都能夠對得

起天地良心。能夠，樂意好心幫助別人，人們就會

從心裡尊敬你。有一句話：是非日日有，不聽自然

無。只要時刻保持清靜自然；縱然有人當面講你是

非，也當作沒聽到，因為見若不見，聽如不聽，即

萬事化無。

當「人」生命終了的時候；再多的金錢、再高

的學位，也無法買到一分鐘的生命！因為生命的可

貴，即使是一隻小蟲，我們也無能力將牠起死回

生！所以在牠活着的時候，能夠珍惜牠，讓牠生活

安樂吧！心地好，福田就種上了。（故事之三）積

陰德、種福田、榮耀子孫。韓世林是地方官，夜裡

夢到金甲神對他說：「你將會得到一品的榮耀，可

喜可賀！」韓世林不敢置信，何以有此福報？金甲

神說出這件功德之事：「源起你祖父韓永椿，家道

貧窮，每天晨起必拿掃把到屋前小溪邊之兩旁，將

擱淺於溪邊的螺獅掃回水中，免被人踐踏傷害，有

時候太多了，得要掃十多里路，故而放生螺絲無法

計算。人們冷嘲熱諷他：這人是個儍瓜，閒著無事

做，太無聊了吧！別人的譏評，他一概忍耐著，做

對了就好；大可不必理會，何況放生了螺絲，心裡

無比快樂，這快樂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你祖父樂

此不疲，四十多年不斷地放生螺絲，難以計算。累

積來的功德，庇佑在你身上。」韓世林知道後，更

加力爭上游。果然官拜宰相；後代子孫、得以顯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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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聽過：「一日修來一日功，一日不修一

日空。」俗語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其實

不只如此，有可能會收穫十分啊！但沒有耕耘，

則會全是雜草。有修行才有福報，才能消業障。

沒有修行，會做善事，也會造業障，福報增加、

業障也在增加；互相抵消，煩惱一堆。

施比受更有福：施捨就好比把錢存入銀行，

接受別人的施捨就好像領取存款。享受福報就是

把領出來的錢花掉，施捨越多的人福報就越大。

常常接受別人的施捨就是在消福。所以聰明人歡

喜佈施、不隨隨便便接受別人的賜予。為了廣結

善緣，接受來的財物，亦很快轉施出去。妙就在

這裡，愈捨愈多，而不是捨了之後就沒有了。人

能淡於表相、義重於心；做事不愛名利、不求功

德、不貪福報而行善。把積功德的念頭和貪求名

利果報意識、一一摒棄，才是真正的大施捨。

（故事之四）一念慈悲，助人救己。王志成清早

在林中採藥，看見一隻2歳大的黑葉猴可憐的望

着他，嘴裡呼呼的哀叫。原來牠的腳受傷了，王

志成抱著猴子往家趕，洗傷口、上草藥，猴子不

叫、不動，任憑擺佈。王志成用繩子拴住猴子，

等待傷愈，放了繩子，猴子卻不離開，共同生活

了一個月後才離開。半夜裡，一陣急烈的打門聲

把王志成吵醒，開門一看，黑葉猴回來了，王志

成開心的正想去抱牠，猴子卻急色的呼呼大叫，

手指着後面的山嶺，王志成轉身一看，天啊！大

山正在傾倒，巨大的石頭不斷的滾落下來，猴子

伸出長臂拉着他叫他快走。王志成終於明白，飛

奔進屋裡，叫醒家人⋯⋯再一戶一戶的發警訊，全

村五戶二十多人逃了出來。大塊大塊的石頭已滾

壓下來，把房屋都壓倒了，大家說：「好險呀！

若沒有猴子報警，我們死定了。」死裡逃生的村

民，四處的找尋救命恩人。只見猴子站在樹上，

兩眼望着人們，嘴裡發出呼呼的歡笑聲。好似在

向人們祝福。

惜福才不會折福：現在物質文明發達，很多人

沉迷於物質的享受，生活愈來愈奢侈浪費；這不

是好現象！花沒有百日紅，人沒有千日好；要知

道我們今天所享用的東西都是前生種福所得的果

報。好好愛惜我們的福，當我們富足時要回想以

前、也要為將來設想。有一首宋代高僧法演禪師

的詞：「處世持家年復年、總須慮後更思前、有

錢常想無錢日，莫待無錢想有錢。」高僧法演禪

師所說的是福報，福不可以享受到盡頭，假如福

報享受盡了，幸福和快樂的泉源就會枯竭，會乾

枯掉。大家都知道，我們來佛堂拜佛、參班、誦

讀經文是在為自己積聚資糧。現在當我們可以同

聚在佛堂中，要勤做三施，渡人成全。建造我們

的福田。

「做人要做好人」，這是強調不管扮演什麼角

色、什麼身份都要做好它，我們既然是人，當然

就要做個好人。「好」的定義、標準是什麼？後

學認為「好」就是「善」；就是「從善」之人。

從善是有益而無害的修身之道。曾子說：「人而

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就是這個道理。後

學衷心盼望我們彼此鼓勵，做一個「從 善」的

人，能種大福田。視「善」為寶，要做一個樂意

為善、從善的人。（故事五）吳文英好善心，愛

勸人吃素、放生。常常勸說别人多做善事，久而

久之，令人厭煩！朋友譏笑她：「妳勸人向善，

功在別人，又不在妳，何苦總做如此令人反感生

厭惡之事呢？」吳文英想，禪師說：「一人勸一

人，功德兩平分。」若能勸導人們素食，給予人

們不造業殺生，能有這般善心，就是有功德。

世間的人都希望有好運，得到福報，但是都不

如好好耕耘這三田：1.恩田：父母恩，還有對自己

有過細毫恩惠的，都要僅記，回報。2.敬田：尊

敬佛，法、僧，前賢們，長輩。3.悲田：憐憫一切

有情眾生，有慈悲心。道場上第一功，立下清口

愿即可種悲田。每個人都在追求一生中的幸福、

快樂、健康、長壽。有一把最寶貴的金鎖匙，能

打開人生的寶庫，大家都可以輕而易舉就可以拿

到，是什麼呢？就是「吃素」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這把金鎖匙不要把它拋掉了。

佈施修福、多做利人忘己的事，懂得修德培

福，做事順應天理，沒有私心、竭力盡心去做。

如今大道普傳，遵循佛規禮節，正己化人，外功

內果，聖凡兼修，克盡其職，想得智慧先渡己，

一切福田由己做。那裡可能找到永遠的福德呢？

唯有求道修道，為救人，為救己，為救玄祖，為

兒孫種福田，這條殊勝的修行法門，不只是求智

慧，得福報，也是離苦得樂、超凡入聖，得以永

生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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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The Tao

This story is all about contention. The anger 
of the King is like the anger we feel against 
others when we perceive a wrong or an offense. 
Caught in the grips of rage, all we can think 
about is retribution, like the King contemplating 
his options of assassination or all-out war. 

The King’s advisors are like the conscience 
—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tells us to seek harmony, but we 
don’t listen. We go on the attack, even though 
we know it will lead to more problems. Why? 
Because we think the other side “must pay.”

Our attack gives rise to counterattacks. 
Aggression leads to more aggression. The 
conflict escalates from raised voices to raised 
fists.  Before long, you have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peace in your life, just like an 
ancient army destroying a tall castle that took 
years to build.

The kings in the story started out as allies, 
but turned into enemies. Similarly, the opponents 
in our personal conflicts may actually be those 
who started out close to us — family, friends, 
loved ones. All too often, we end up hurting 
most the people we shouldn’t hurt at all.

How can we manage the rage that causes 
such conflicts? How do we suppress the anger?

Through this story, Chuang Tzu is teaching 
us self-mastery through the clear perception of 
perspective. When you see everything clearly, 
whatever destructive anger you may harbor 
within will dissipate naturally. We don’t need to 
suppress anything.

This is why the Tao sage talked about the 
epic battles on a snail’s tentacles. 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at such battles are so small as 
to be utterly insignificant. All the deaths and 

destruction are at such a tiny scale that we 
cannot even see them. We can laugh about the 
silliness of it all.

What about us? Are we not also small and 
insignificant in the cosmic scale? The King 
realized this when he set his limited world next 
to the unlimited Heaven and Earth. We, with 
insights from modern science, can have an even 
greater realization. We know that all the death 
and destruction that humanity has ever inflicted 
upon itself, throughout the entire history of our 
species… all of it takes place on a tiny planet 
which is less than a dust mote next to all the 
stars and galaxies.

If the epic battles on a snail’s tentacles are 
silly, what about our own battles? Should we 
really be laughing at the two kingdoms on the 
tentacles? We are not so different from them 
when we get into fights with one another… so 
shouldn’t we laugh at our own pettiness too?

Next time you feel the onset of anger, use 
this teaching from Chuang Tzu to put matters 
into perspective. Can you see how unworthy the 
anger is, when you set it next to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your life? Can you see how 
insignificant the conflict is, when you compare 
it to the aspirations and great things you have 
envisioned for your future?

Your answers will be similar to the King’s. 
Why waste your precious energy on anger, 
when you have much better things to do? Why 
waste time on contention, when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discover in peace and happiness? The 
conclusion is inevitable: the warpath is not the 
way. The Tao of harmony… is the best way.

by Derek Lin

The Epic Battles of Chushi and Mansh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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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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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班程表   內　容
吳振龍　弟子規、禮節、學中文

  負 責 人

天緣佛堂
班長：羅日成07/27/2018(六月十五） 講師：辜添脩 點傳師

班長：鄧美燕 講師：陳淑敏 講  師太上清靜經07/13/2018 (六月初一）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點傳師賜導：辜添脩自性清淨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7/01 ~ 07/07
徐翠妤 陳正夫郭詩永 郭詩永

07/08 ~ 07/14 07/15 ~ 07/21 07/22 ~ 07/28
徐翠妤

07/29 ~ 08/04

 日 　期

溫詠鳳、王素珠、劉秀瓊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員:組長: 溫潔芳

07/01/2018 07/08/2018
溫詠鳳、武詩竹 高子評、黃文瑛

乾

坤

陳恩弘、黃家興 陳柏叡、陳柏翰

07/15/2018
溫潔芳、王素珠

陳彥宏、羅有兆

07/22/2018
陳心詒、陳品蓉

溫佳源、史振英

07/29/2018
呂柏欣、譚覃光

陳卓逸、吳振龍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7/01/2018    07/08/2018      07/15/2018 07/22/2018

林金珠
林勤娟

黃文瑛
黃湧竣

吳依筠
王素珠

武詩竹
張秀娟

   07/29/2018

陳靜嫻
阮氏幸

日　期   負 責 人

 07/01/2018
 07/08/2018

鄭末子

 07/15/2018 楊阿晟

李良玉

 07/22/2018

龔麗虹

李良玉 07/29/2018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07/01/2018
07/08/2018
07/15/2018  
07/22/2018  
07/29/2018  

郭詩永

李良玉   余月華 

辜添脩

忍辱功夫:林達雄

羅日成   溫潔芳 布施持戒:賴科瑾
健康養生:曾戎威

溫詠鳳   溫潔芳 精進禪定:陳秀真

中    庸:張邦彥

一貫道義:陳正夫 郭詩永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呂柏欣   賴科瑾 淡泊人生:易榮熙

夏 季 大 典
譚覃光   陳靜嫻 上士無爭:黃東山 般    若:杜梅瑞 陳正夫

日 期

07/28/2018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林貞伶 郭詩永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題目／講師 點傳師賜導

六 修道與家庭：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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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班程表   內　容
吳振龍　弟子規、禮節、學中文

  負 責 人

日 期

08/18/2018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盧清明 陳正夫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題目／講師 點傳師賜導

六 道德經心得：陳淑敏

天緣佛堂
班長：施萬方08/25/2018(七月十五） 講師：杜梅瑞 講  師

班長：林月慧 講師：杜梅瑞 講  師般  若08/11/2018 (七月初一）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般  若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08/05/2018  
08/12/2018 
08/19/2018  
08/26/2018  

陳正夫

余月華   陳靜嫻 

孫  賢   賴科瑾 禮讓溝通:溫潔芳

看破放下:羅孟軍

天道義理:辜添脩

彌勒法門:林宏容 郭詩永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譚覃光   溫潔芳 養生飲食:宋麗娜

大    學:郭詩永

辜添脩

賴科瑾   溫潔芳 道與家庭:溫詠鳳

論    語:吳鑌娟

辜添脩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8/05 ~ 08/11
陳正夫 徐翠妤 郭詩永

08/12 ~ 08/18 08/19 ~ 08/25 08/26 ~ 09/01
陳正夫

 日 　期

陳敏儀、陳秋媚、趙珮君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員:組 長: 鄭末子

08/05/2018 08/12/2018
溫潔芳、龔麗虹

乾

坤

陳卓逸、陳柏翰

08/19/2018
高子評、陳秋媚

羅日成、賴科瑾

08/26/2018
吳鑌娟、陸  煒陳敏儀、趙珮君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黃湧竣、黃家隆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8/05/2018    08/12/2018      08/19/2018 08/26/2018

符美燕
孫  賢

林貞伶
陳彥宏

日　期   負 責 人

 08/05/2018
 08/12/2018

鄭末子 08/19/2018
楊阿晟

李良玉 08/26/2018

龔麗虹
黃文瑛
黃湧竣

吳依筠
王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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