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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賜導

佛說彌勒下生經（四）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爾時，彼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是王少小同
好，王甚愛敬。又且顏貌端正，不長不短，不肥不
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是時，修梵摩有妻，名梵
摩越，玉女中最極殊妙，如天帝妃。口作優 鉢 羅華
香，身作栴檀香。諸婦人八十四態，永無復有，亦無
疾病亂想之念。
在那個時候，這位轉輪聖王（Cakravartin
Sankha）－－儴佉王（King Sankha）屬下有一位名
叫修梵摩（Subrahma）的大臣，他是儴佉王從小就
在一起，感情深厚，心意相投的好友，儴佉王非常喜
歡他，也很尊重他。修梵摩大臣長得才貌雙全，堂堂
正正，儀表不凡，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膚色不
蒼白也不太黑，看起來既不會太老成，也沒有不成熟
的感覺。當時修梵摩大臣娶了一位秀外慧中的妻子，
名叫梵摩越（Brahmavati），她的容貌綽越多姿，有
如天女下凡。在整個國家的青年女子之中，她最為端
莊優雅，她說話時有陣陣的青蓮花香味，全身散發出
檀香的芬芳，她的身上沒有一般年青女子經常會有的
種種毛病，她身體健康，並沒有任何疾病與痛苦，而
且腦筋很清楚思維清晰，更不會有毫無頭緒而胡亂的
想東想西。修梵摩後來是儴佉王的宗教師，阿育王和
Brahmadeva是修梵摩的首坐信徒，可見修梵摩修持與
佛法之宣揚的崇高境界（請參拙著Maitreya Buddha in
I–Kuan Tao，第13頁）
爾時，彌勒佛於兜率天，觀察父母，不老不少，
便降神下應，從右脅生，如我今日右脅生無異。彌勒
菩薩亦復如是。兜率諸天各各唱令：「彌勒菩薩已降
神生。」
那個時候，彌勒菩薩在兜率天上，仔細的看到他
的父母，年齡適中，身體健康，正值年富力壯之年
華，於是便從兜率天倒裝下凡，從其母親梵摩越右脅
而生，應機現身於Ketumati。就像我（釋迦佛）當年
從我母親摩耶夫人右脅降生於藍毗尼（Lumbini）時
那樣。彌勒也是如此，並無差別。兜率天上的諸天天
眾，看到彌勒菩薩已降生，便各各唱誦著：「彌勒菩
薩已降生了。」
是時，修梵摩即與子立字，名曰彌勒。彌勒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身黃金色。爾時，

人壽極長，無有諸患，皆壽八萬四千歲。女人五百
歲，然後出適。爾時，彌勒在家，未經幾時，便當出
家學道。
這個時候，修梵摩很高興獲得男兒，就為他起名
叫做彌勒。下生來到娑婆世界的彌勒菩薩具有一切眾
生中最尊貴的三十二種大人相，及依隨著三十二相的
八十種好，所以身相莊嚴，身體呈現著黃金澤光。那
個時候的人民，壽命非常長，終生沒有任何病痛為
患，人們的壽命都可活到八萬四千歲。女孩子從出生
到五百歲才出嫁，見到公婆。剛開始，彌勒年紀還輕
時，在家接受父母的教育、養育、培育，一到風度翩
翩少年的時候，他便決定出家學習佛道。
爾時，去雞頭城不遠，有道樹，名曰「龍華」。
高一由旬，廣五百步。時，彌勒菩薩，坐彼樹下成無
上道果，當其夜半，彌勒出家，即其夜分，成無上
道。應時，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地神各各面相
告曰：「今彌勒已成佛道！」其聲轉至聞四天王宮。
「彌勒已成佛道！」轉聞徹於三十三天，燄摩天、兜
率陀天、化樂天、他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
那個時候，離雞頭城不遠的地方，有一棵大樹叫
做「龍華樹」，高度有二十華里，樹冠向四方綿延，
覆蓋的範圍有五百步的寬廣。當時，彌勒菩薩就是端
坐在這棵龍華樹下修煉而成無上之道，而證得佛的果
位。
在那一天，正當子時半夜時分，彌勒菩薩離開了
他在Ketumati的家，開始修習佛道。有一天半夜時分，
他如願以償終於道行圓滿，成就了無上正等正覺的佛
道之果位。就在祂成就無上佛道的當下，三千大千世
界中的一切佛剎國土佛塔，發生六種大地震動。所有
大地三界十方的神，都各各面面競相通知：「現在彌
勒菩薩已經修成佛道了！」他們的歡呼聲音，輾轉直
上雲霄，一直傳達到四天王宮。彌勒菩薩已經功德圓
滿，道成天上了！」歡呼之聲貫穿三十三天，三界中
的欲界諸天，如燄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
天、甚至於梵天，皆聽到了此一彌足珍貴，充滿歡欣
喜悅的讚嘆之聲音。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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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助道了愿

羅日成

每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無論男女老幼、富貴貧
賤，都有其各自不相同的願望也就是了愿。「愿」
者－－本來之真心。因有了願望要了愿，方能恆久
地產生奮鬥精神與力量，以期完成初衷。古人云：
「為人先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所謂志願－－
未立愿，先立志。志如同種樹之植根，樹木本固方
能枝葉茂。人，若不立志，則如同無舵之舟，無銜
之馬，心性不定，得意即忘形，失意即悲歎，終日
生活在苦海中，失去了人生意義。
聖人曰：「志為聖賢，則成聖賢；志為仙佛，
則成仙佛。志為凡夫；則成凡夫，立何志向，即成
何名。」故欲立志向前，大家必須慎重選擇。我
們三生有幸，今遇明師傳授大道，得了無價「三
寶」，地府已脫籍，天榜已掛號，已經與一般的俗
世人不同。我們要立起出群拔萃的遠大超俗志向來
修道。
古德云：「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
立願當先。心發，則眾生可渡；願立，則佛道堪
成。」「愿」是一種理想的實現，乃是信心的原動
力；唯有大願力能成就一切菩薩行。也就是善護我
們的清淨本心，發出我們的佛心本性，並且能做到
自覺覺他。
立愿是引導大家向善的動力，可以激發本性
潛能，成為助道的增上緣。道場上學、修、辦道當
中，正值普渡眾生，潛心進修，助道了愿。需要互
勉的是：
一、飲水思源，尊師重道。
二、遵守佛規，捨身辦道。
三、三施並進，修道三不離。
四、認理實修，始終如一。
五、同心同德，共駕法船。
六、正心修身，善盡天職。
七、立愿了愿，精進不懈。
八、開荒闡道，弘法利生。
學習楊老點傳師、陳點傳師來美國開荒之精
神。基於此，每逢道院、佛堂開班，後學必定制服
整齊、精神抖擻，忙中抽暇參班，並且積極行三
施，竭盡全心全力以赴－－助道了愿。

三不離

呂柏欣

後學從未聽過「三不離」，第一次聽到這課
題，內心是法喜充滿，豁然開悟。
花、草、樹木，植物之三不離：陽光、空氣、
水。建築物之三不離：水泥、沙、水。那麼想想我
們人的一生，究竟求什麼？為求脫離這苦海，離苦
得樂。今因緣際會，讓我們遇到明師一指，離此岸
到彼岸，跳出六道輪迴之苦。在道場上，學習的過
程叫「修」。奈何不少道親的道心，若即若離，若
有若無。就如：一天、兩天佛在心中；三天、五天
佛在書中；七天、八天佛在空中；十天、半月佛已
無影無蹤。由於道氣不能凝聚，修道的心渙散，缺
乏堅定、穩固。所以道場有「三不離：不離佛堂、
不離善知識、不離經典」，是大家修行重要的方
針。
一、不離佛堂－－「佛堂」具備了：1.得到佛
光普照。2.是皇 的無極宮。3.理天的介紹所。4.學
佛改良所。5.成佛修煉所。6.辦理三曹事務所。7.人
間的避難所。8.眾生福音地。9.真理研究所。10.天
人交流所。11.功德加油站。12.人生休息站。
二、不離善知識－－善知識即良朋、善友、良
師。善知識乃有德行、有學問，已覺悟的人。能夠
引導眾生離「惡」修「善」，學做菩薩。善知識有
善性加智慧，乃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三師乃是我們
的善知識。點傳師、引師、保師苦口婆心，諄諄教
誨。不離善知識也就是不離前賢，道中前賢可以幫
我們解開許多迷惑。
三、不離經典－－經典是法，乃聖人修行的言
行紀錄。經典是前賢與後學薪火相傳的橋樑。我們研
讀經書，不僅讀內裡的文字、意義，還得進一步瞭解
聖人的真正用義。透過研讀經典，更添智慧，認識真
理。經典是聖賢修行的經驗，大家共同研究，可解開
心中疑惑；隨之學會放下，明白一切都是緣起性滅。
因此，得到時候，不必太興奮；失去時候，無必太難
過。翻閱經典，古人如現眼前，字裡行間，句句教
誨，令人心曠神怡，此乃經典好處。
「三不離」是修行的重要方針，不能少其一。
然而，後學還是認為佛堂至為重要，因為佛堂包括
經典和善知識，希望在我們修道的路上，不離佛
堂、善知識、經典，因為這「三不離」助我們成聖
成佛，在此祝福大家在修、辦路上能夠更平穩、更
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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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美國全真道院壇主辦事員法會
溫詠鳳

柏欣
洛杉磯連朝風雨，春寒料峭，靜謐天宇，晨
光熹微，驅車趕赴全真道院壇主辦事員法會。
今年三月四日乃是全真道院的壇辦法會，也
難得是個好天氣，應邀參予報名人數超乎預期。早
於元旦，道務組已是密鑼緊鼓策劃並聯絡各組成
員，彼此配合無間。當天清早，大家已聚集全真道
院大廳，自取名牌佩戴，繼之，徐緩登樓 堂參
駕。禮節組人員一切準備就緒，恭請陳點傳師帶領
進行莊嚴的獻供、請壇……。禮畢，我們同到樓下
課堂，靜候法會開始。
恭請陳正夫點傳師慈悲賜導「壇辦人員職責
及涵養」。首先闡釋皇 十誡慈訓。我們有幸追隨
張培成老前人領導的基礎忠恕道場，學道修道講道
辦道。尤其各位身為壇主、辦事人員，當一艘法
船的舵手與左右手，是菩薩的化身，也是眾生落葉
歸根的橋樑，肩負道務的重責以及佛堂永續經營與
傳承的關鍵角色，所以壇辦人員的職責非常神聖。
各位前賢應瞭解自己的使命與任務，並勇於負責、
承擔、做好稱職的壇辦人員，當一般道親的典範。
《論語‧先進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是說，子路的學問，已造就到正大高明地
位，不過還沒有進入精微深奧境界。今天這個法會
就是希望各位能夠入室，以「了」乘愿而來的殊勝
因緣。
人的真性，本是虛靈不昩，歷劫長存；可惜
為物慾蒙蔽，致而沉淪於生死苦海中未能脫離。佛
堂就是把我們渡到清靜、安樂的彼岸。佛堂是由此
岸到彼岸的法船。船要開航，要靠壇辦人員行功了
愿的動力，才能指引眾生到彼岸。
壇辦人員的職責及涵養如下：
1.內德：要做道親的榜樣模範，遵守五戒、
三清、四正，謹言慎行；改毛病，去脾氣。虛懷若
谷，謙恭有禮，養成不急不燥的態度。
2.行事：協助操持佛堂庶務，如：早、晚獻
香，初一、十五獻供，持之以恆，不可中斷。
3.成全道親：及時傳達道親近況訊息，鼓勵
道親回道院參班及參予各種活動，或積極參與分
工，行功了愿，以發掘人才。人道要盡，「道」在
生活中，從己身做起。對天恩師德、天命的肯定。

常提起老前人、前人們的苦心，為一般道親之表
率。
4.護持道場：積極參與道院的會議，共同商
討道務、道務發展計劃。壇主之間，互助互信，共
創完美道場。
5.承上啟下：常與道親保持聯繫，傳達點傳
師指示；貫徹前人推動的修辦方針，熟悉佛規禮
節、辦道禮節及辦道的準備工作。虛心學習，明白
渡人成全的要領，才能渡化一方。
「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壇辦人員
乃道中的中堅，本身若能主動，隨時隨地扶持道務
堅固，謀求道務發展，對道場的助益頗大，就能實
現皇 的叮嚀慈囑：「法舟同駕航四處，救渡有緣
苦海出，見道成道無彼此，至誠感應顧手足。」
第二堂課請陳淑敏講師主講「立愿與愿
力」。愿：原心、立志、心願。修道要立愿，要有
目標；立愿是一切希望的原動力，有愿才有力，
修道的最終目標是超生了死，脫離輪迴。修道講
「立愿」乃心甘情願的，而不講「受戒」。例如：
「清口願」是一種身、口、意合一的願力，其包
括心清、口清和身清。所謂：「清口願」不是戒，
而是以願為戒者的「菩薩行」。所以「清口願」實
為菩薩行的開始，以不食葷厭、戒除煙、酒和妄語
為起點，漸漸能達到「身」清的克己復禮，最後達
到心清之清靜境界；身、口、心皆清靜而不必用
嚴苛之戒律來修行。天道寶貴，無愿不得傳授。我
們佛緣深厚，遇上明師，並得真傳，立下了「十條
大愿」：（一）誠心抱守。（二）乾：實心懺悔；
坤：實心修煉。（三）不可虛心假意。（四）不可
退縮不前。（五）不可欺師滅祖。（六）不可藐視
前人。（七）不可不遵佛規。（八）不可洩漏天
機。（九）不可匿道不現。（十）乾：量力而為；
坤：誠心修煉。大家循著「十條大愿」去做，報恩
了愿，成道證果。
修道修心：心為一身之主，仰祈大家存
「善」心、存「道」心。儒家講存心、正心。佛家
講明心見性。道家講清心寡慾，修道必在「心地上
用功夫」。我們要把「惡心」改成「善心」；「私
心」改成「公心」。「凡心」改成「聖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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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改成「道心」。時刻行慈悲，存忠厚
心，用正直心、守清靜心、秉真誠心、持低
下心。如是心行，守護正念。去除私心──
無我相、人相；去除名利功德相──無眾生
相；把生命交給上天，天上、人間都可辦道
──無壽者相；能夠達致無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才是菩薩。
天下溺，援之以「道」。身為修道人，
趕快渡人、代天宣化，以匡正人心，己達達
人，推展道務。現在三期末劫，千佛萬祖在
天上、人間共同辦道、助道，請問：大家願
否成為這團隊的一份子？將來，龍華會必有
其份，這就是「同助天盤」！
接下來恭請郭詩永點傳師賜導「班長職
責」。班長是神聖天職，不是世俗名位；乃
上天恩賜的因緣，是替上天辦事，更是生命
歷練。要熟練執禮操持，進、退、動、靜，
合乎禮度，顯現威儀，事事存誠，主動積
極，勇於承擔。班長必須端莊儀容，請穿著
道場制服──白上衣、藍長褲、藍外套。話
語應該宏亮、清晰，具備莊嚴恭謹。按部就
班，隨事應物的輕、重、緩、急，作出適宜
處理，以求有條不紊。因此，班長宜於開班
前三十分鐘到達，班長職責如下：確認當天
流程；準備白板筆、板擦；準備茶水，分發
道歌歌譜。確認課堂空調流暢以及麥克風、
放映機之正常運作；準時呼喚道親們入座，
並把手機調成靜音，免受干擾。於是郭點傳
師帶領大家操持演練，程序依照周日班班程
表，包括：請示方式、參駕禮的執禮、道
寄韻律、道化人生、經典講座及點傳師結班
賜導。其中尚穿插狀況模擬之應對、示範，
以精準對時間的掌握，每一環節皆示範及演
練。全真道院各位點傳師們已經為辦事員舖
陳了一條順坦大道，有著明確的方向，期勉
大家秉承歡喜心，赤誠服務精神，同心合力
貢獻道場是幸。
午獻香禮畢，天廚組慈悲供應午膳，此
時已是飢腸轆轆，美味蕃茄粉條湯，於是大快
朵頤。午餐結束，大家復歸原位，止語養氣、
默識本性。「道寄韻律」請吳韓衛學長帶領，
精選道歌三首：「屏山書信、我們的班歌、代
天宣化」。最後的這首「代天宣化」，道出自
我期許的信念，與法會主題很貼切，頗具穿透
力的迴腸盪氣，非常之震憾。

4

「渡人成全及方法」由吳鑌娟講師主
持。首先闡述為什麼要渡人？渡人可以幫助
自己提昇慈悲和心量。渡人可以幫助別人提
昇他們的福慧。渡人的過程可以幫助自己成
長，把愛傳出去。渡人的對象：家人、朋
友、鄰居、同事以及跟你有緣的人。渡人成
全的方法：改變自己，身教為先，讓周遭的
人，感覺我們求道之後，改良了此前陋習
性。如斯，從自身先做起，渡人自然容易。
有必要先充實自己，讓人感覺我們言之有
物。瞭解對方，因材施教。預先約定時間，
效果較為好。尊重對方，不可主觀。用些時
間，彼此探討理解「道」。忠實聽眾，最受
歡迎，當一名知音，渡他較容易。宜隨緣渡
化，不要勉強。道是非常寶貴的，渡人要有
耐心，保持正能量。樹立修道的典範、耐心
聆聽，肯定道之殊勝。繼之，分組討論，題
目是：(1)分享一個渡人，或被渡時的經驗。
(2)分享一個成全人或被成全時的經驗。(3)
分享一個修道好處的實例。(4)分享一個感受
最深的修道故事。分發六組，每組在討論結
束後，推派一代表發言作報告。每一位上台
報告的組員，用最赤誠、坦率的詞令，從容
不迫來陳述往昔的經歷。討論及心得分享的
時間很快就到了，大家仍意猶未盡。最後，
吳講師作簡短結論：要想渡人，首先要把自
己渡出來。六祖說過：「迷時師渡，悟時自
渡。」我們若是自己都不能自渡，那如何渡
人呢？渡別人，就是渡自己；成全別人，就
是成全自己。
時間已稍超逾，恭請陳點傳師結班賜
導：今天法會很圓滿，各部運作配合，恰到
好處。我們懷著歡愉的步伐，邁上 堂，共
同立下《同心同德愿》，祈求上天庇佑。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銘記著表文的每一誓
愿：有使命，要負責，愿大力量強，以期共
勉之。隨著在點傳師賜果後，大家分工合
作，整理環境。回途，腦際昇起林肯名言：
有信心是一種心境，人能負的責任我必能
負，人不能負的責任，我亦能負；如此才能
磨煉自己，求更高的知識，邁入更高境界！
讓我們凝聚共識，砥礪前行，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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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 Bird
Once upon a time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n
unusual bird from the sea that landed in the countryside. It
was large and beautiful, resembling the legendary phoenix.
People called it the Sea Bird. Rumors about it spread like
wildfire, and soon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King.
“I must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creature!” the King
declared. He sent hunters and soldiers after it. After much
effort, they managed to capture it alive and unharmed.
The King kept the Sea Bird in a cage at the palace
temple. He had his musicians play their best music for its
amusement. He had his chefs prepare royal feasts for its
consumption.
None of thes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ea Bird. It
was confused by the offerings, frightened by the sounds,
and depressed by its captivity. Despite the King’s best
effort, it refused to touch the dishes of the most succulent
meats, or drink the wine of the finest vintage. After three
days like this, it died.
The King was frustrated. Did he not treat the Sea Bird
as the most honored guest? Did he not give it the very best
the kingdom had to offer? Why did the Sea Bird die on him
in such a rude and inconsiderate way?
The Tao
The story ended in tragedy because the King went
completely against the Tao. He had no idea that the Sea
Bird could only thrive if it lived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The
music and feasts that human being found pleasurable meant
nothing to the Sea Bird, and the King made no attempt to
learn more, to figure out what the Sea Bird actually needed.
There are people like the King in our lives too. They
impose their will on others, and they assume everyone
sees things the way they do. When they fail, they cannot
understand why. Invariably, they get frustrated and point
the blame on someone else.
If we wish to avoid this pitfall, we need to learn that
people, things and situations have their own nature. Their
preferences may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our own, and the
difference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Feed the Sea Bird
what it wants to eat, rather than what we want for ourselves.
This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here it’s never a good idea to force anything. Any time

By Derek Lin

you try to do that, you cause problems, like the King
causing confusion, fright and depression in the Sea Bird. If
you remain unaware and continue down the same path, you
quickly end up with negative results, like the death of the
Sea Bird. Trying too hard to make a relationship work is the
surest way to kill it.
This story also points out a problem with the Golden
Rule. Is it always a good idea to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That’s what the King did
with the Sea Bird — giving it his favorite music and food
— and look how things turned out! The Tao provides a
better way to express the same concept: that which you do
not wish for yourself, do not inflict upon others. If the King
understood this, he would free the Sea Bird — or not have
it captured in the first place.
Chuang Tzu’s final point with this story has to do with
attachment. The King wanted to possess the Sea Bird very
much, but ended up with only its corpse. In life, when you
want something too badly, you will end up with less and
less of it. Similarly, when you want someone too badly, you
end up pushing away and alienating that person.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attachment takes you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your goal.
This is why it is paramount in the Tao to manage
desires and let go of attachments. The way of the Tao is
not to chase after everything, but to live in alignment with
virtues and attract what you wish into your life. Let good
things manifest naturally, not because you try to grasp
them, but because you are a magnet for prosperity. Let
good people be drawn to you naturally, not because you
try to capture their attention, but because you do unto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preferences, rather than your own.
When you master this Tao, it will be as if the Sea Bird
comes to you and keeps you company all by itself. In your
presence, it is healthy, vibrant, free and beautiful.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never a need to send hunters and soldiers
after it. It is your faithful companion as long as you live in
the Tao. That’s what the Sea Bird really is — a thriving
source of happiness in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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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清口意義: 羅 煥 瑜
健康養生 : 曾 戎 威
05/07/2017 孫 賢 陳靜嫻
母 親 節
05/14/2017
信的美德:
杜梅瑞
溫詠鳳
溫潔芳
一貫道義 : 陳 正 夫
05/21/2017
05/28/2017
國 殤 日 長 假 期 停 班

點傳師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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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7 ~ 05/13
徐翠妤

05/14 ~ 05/20
陳正夫

05/21 ~ 05/27
郭詩永

05/28 ~ 06/03
徐翠妤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05/14/2017
05/07/2017
05/21/2017
坤
譚覃光、李美鈴
鄭淳溱、鄭淳優
母親節活動
乾
陳彥宏、史振英
陳柏瑋、陳柏翰
組 員: 陳心詒、陳品蓉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長: 黃秀孟

日

期

05/10/2017( 四月十五） 金剛經心要 講師：蘇秉財 講 師

班長：施萬方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講師：賴科瑾 講 師

班長：符美燕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天緣佛堂 05/26/2017( 五月初一） 心 地 無 亂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5/07/2017 05/14/2017 05/21/2017
吳依筠
符美燕

林貞伶
陳彥宏

陳靜嫻
阮氏幸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05/07/2017
05/14/2017
05/21/2017

負 責 人
鄭末子
楊阿晟
李良玉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06/04/2017
06/11/2017
06/18/2017
06/25/2017

班 長 道寄韻律
李良玉 賴科瑾
李美鈴 溫潔芳
余月華 陳靜嫻
羅日成 余月華

道化人生
性理心法: 黃 東 山
信願行證: 林 達 雄
行功立德: 吳 依 筠
道化家庭: 溫 詠 鳳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大
學 :郭詩永
論
語 :吳鑌娟
中
庸 :張邦彥
彌勒真經 : 陳 淑 敏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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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4 ~ 06/10
陳正夫

06/11 ~ 02/17

06/18 ~ 06/24
徐翠妤

郭詩永

06/25 ~ 07/01
陳正夫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06/11/2017
06/04/2017
06/25/2017
06/18/2017
坤
余月華、林勤娟 黃謙慈、孫 賢 高子評、陳品蓉 陳敏儀、陳秋媚
乾
陳宣霖、黃家隆 林達雄、羅日成 賴科瑾、陳卓逸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長: 余月華
組 員: 陳靜嫻、孫 賢、黃謙慈

日

期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日 期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06/17/2017

六

林貞伶

天緣佛堂

題目／講師

六度波羅蜜：陳秀真

天廚組長

辜添脩

06/09/2017 (五月十五） 廣 結 善 緣

講師：余月華 講 師

班長：陳靜嫻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06/24/2017(六月初一） 般

講師：杜梅瑞 講 師

班長：呂柏欣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若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點傳師賜導

06/04/2017 06/11/2017
武詩竹
史振英

林金珠
林勤娟

06/18/2017 06/25/2017
陳
孫

敏
賢

吳依筠
符美燕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06/04/2017
06/11/2017
06/18/2017
06/25/2017

負 責 人
鄭末子
楊阿晟
李良玉
鄭末子

美 國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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