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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乃月慧菩薩降世，在民國十九年與
師尊在山東同領天命，肩負普渡收圓之職，
為後東方第十八代祖師。她老人家樸實儉
約，慈心悲願，其盛德之感召，使道場從艱
難走向平順，從局部走向全球，從單元走向
多元，師母一生為道奔走、濟世救人的慈悲
愿力實道不盡！ 

師母對弟子們的關愛週到是無微不至的。
師母曾說：「壯哉賢者，不在能言，而在能
行。」母德廣被，民國三十六年師尊殯天後，
即含悲忍辱，三曹普渡重責大任，完全由她老
人家一肩挑起，她常告弟子：「難中渡人，劫
中救人。」隨時繫念眾生之情懷，慈之至也。
師母為了我們弟子，三年奔波，五年痛淚，怕
的是眾人末後迷失了方向，落個白修，所以忍
辱負重，奔走各處，渡人救人，這種大慈大悲
的襟懷，值得我們效法學習。

師母的尊貴語錄，可做為白陽弟子的寶
典、修辦的方針：

（1）您燒香拜佛，為免輪迴之苦，當要
凡情看淡，與世不爭，望您的事，總要整理
完善。

（2）把身心打掃乾淨，就沒有苦惱了。
（3）對道：是否認真堅定，有否傷道、違

道、考道、誤道。
（4）對愿：是否認真，照愿實行，有否違

愿、反愿。
（5）對己：是否護短矜長，好高騖遠，懈

怠偷安，貪心妄想，乖僻任性，顛倒夢想，曾
否知過、認過、懺悔改過。

（6）對人：對前人後學是否敬愛，有否虛
假不實，結黨分派，口不應心，妄言是非，見
解偏邪，貌合心離，曾否諫議，成全勸解。

（7）對事：是否忠於職責，盡心盡力，
有否虛假不實，凡聖不分，竊功盜名，滅人
顯己。

（8）修辦道者心念一動，即招魔考，不但
自己危險，更不知連累多少性靈，務當小心。

（9）破除煩惱的孽根如下：忿、恨、覆、
惱、嫉、慳、誑、諂、害、憍、無慚、無愧、
掉舉、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
亂、不正知等。

（10）要行大仁、大義、大節、大烈、
大忠、大孝，救世救人，拿出真良心，同心同
德，鞠躬盡瘁，來報恩了愿。

（11）身心都要乾淨，躬身行事，心要光
明，辦事一絲不苟，實話實說，把經手的事，
做得清楚。

（12）假祖師與假弓長，合成一致，他
是人事出眾，邪法甚為驚人，到那時千萬要識
透，咬緊牙關，無論他的法術，如何玄妙，總
得不貪不妄，毫不動搖，跟定明理前人，才能
算保得住險。

（13）現在天時緊急，我們個人要時時
刻刻的反省、懺悔，戰戰兢兢，千萬不可東
奔西跑，認明金線，始終如一，誠心虔修，
以待光明。

師母曾叮嚀我們：「凡是別人做不到的
事，一貫弟子必須設法做到：見利不虧其義，
見死不更其守，絕無畏懼。」此種臨危不苟
安，見利不忘義的精神，正是我們一貫弟子的
作風與修持，以此「浩然正義」來從事宏道渡
人的工作，不懼惡勢，才能完成上天的使命。

在此世局紛紜擾攘之際，我們當發揚師母
大無畏的精神，從容宏道，不可辜負母愛於萬
一，師母風範，常存於心。我們應當打開智慧
之門，才能擔當重任，以天心為己心，以師志
為己志，秉持師尊師母大慈大悲無量宏願來化
世救眾，同心同德辦好道務。我們都是一師之
徒、一母之子，師恩浩蕩，母儀萬方，天命的
傳承與慧命的延續，是一貫道弟子的使命。

慈母語錄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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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內德外功」：「功」和「德」乃是成
聖、成賢的主要條件，固此我們修道，必須積極立
「德」行「功」。立德：樹立內在美德。行功：為社
會群生謀福利、要實行的去做。「內德」能改變「後
天」之氣質、修心、修身能保持清淨的「本性」；表
現內在的美德、推己及人、濟世利人、以德服人。

立德以三種來分析：「心」德－－存心慈悲、
作事公正、誠心敬天地、父母、篤行一貫道宗旨。
待人無驕、無妒、無怨、無嗔、則為「心」德也。
「身」德－－品行端正、修持謹慎，為人樸實，勤
儉，接待前賢、後進之言、行要相顧；對「上」要尊
敬、對「下」要慈藹、態度端莊又從容、所作修為，
皆依中道，是「身」德」也。「口」德－－言語有利
益於人、忠言勸世、常常解說聖賢善書、詳談果報；
言必謹慎，更宜心平、氣和乃「口」德也。佛戒云：
我們之口、行、意念是否邪、正，對「己」有莫大關
係。由此大家應時時反省，知過要改過！設法集中精
力、用在有價值的事物上，篤志參班以「習」聖、賢
義理。同時「學」必然是激昂自進：嗜欲正濃時，能
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之所得處；抑
且：當知學問難，視乎點滴「勤」，尤其難上難，
在於鍛鍊品德「純」。(一)「外功」：因為大道是大
乘法門，目的是兼善天下而不是獨善其身；所以我
們要行「外功」，亦稱「道」功，一切以「道」為
「首」，渡人成全為「先」，協助點傳師辦道，借假
體予仙佛用。師尊慈訓：「犧牲」是奉獻渡「人」即
渡「己」，造福別人即造福自己；捨去有形有限的，
就能獲得無形無限的。（二）「教功」：法施開荒闡
道，成立佛堂，接引眾生，正是財施有盡、法施無窮
啊！（三）「事功」：財施是奉獻心、力、拿東方之
財、買西方佛地。仙佛常云：「西方果位人間證；而
且「後天」有其「功」，「先天」必有其「果」。無
畏施：遇考不懼、道場上要護持「道」氣，凡學聖、
賢者，立志向「道」的看重自己－－自「恃」宜高、
不可有卑下心；自「責」必重、不可有輕率心；自
「任」要勇，不可有退縮心。如斯奮地勤行十條大
愿，對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必全力以赴。基於此，
大家若能犧牲一切的為「道」前進，不辭勞苦的捨己
救人，立下真「功」實「善」則臻圓滿矣！

詢及「修道」為何要行「功」立「德」呢？人
是帶「業」而來，累世其中，我們不曉得已經作了
多少「過」、做了多少「錯」、造了多少「罪」？
然而，今生能夠幸運地求了道，欲「明理」趕緊修
「道」、好好來掌握機會行「功」立「德」、把資糧
儲存入庫。謹記：百歲歸空時，什麼也帶不走，只有

業跟隨身而已。藉此我們來共同學習：對內自己要修
道，對外則渡人、成全。以下是「求道、修道、辦
道」三個項目之步驟：（一）開始：求道是讓大家尋
求失去的一顆種子（點亮了心燈）。這種子會萌芽，
生發成未來功能之基本。（二）修道：給予發芽的種
子，俾令其成長的生機，務必要有愛心、毅力去培育
它（把心燈護持，要自覺，自悟）（三）辦道：立志
協助道場辦道－－將茁長之道苗扶持，成為道中楝
樑，把「道」發揚光大。讓智慧之光盡其量發揮，充
實，使其達致最大之功效以普救眾生，承俾令薪火相
傳（仰祈人人可以點亮自己的心燈。）銘記屏山書信
中慈訓：我們是修道辦道的鐵漢，亦是大慈大容的彌
勒弟子；我們有滿田青秧的生機必要展現育化聖　的
榮耀……最後乃「成道」－－結成果實的時候，從
一粒種子發芽直至成長，到收成無數之種子，此喻
「一本萬利」是也，綜歸行「功」立「德」；在於
「外功」促進，「內德」慎獨；缺「內德」則本源不
清，少「外功」則德行不圓，有「德」才有「功」；
論及行「內德」立「外功」的好處是：可以緩解「業
力」催討，贖補我們生生、世世曾犯下的「過」、
「錯」、「罪」想必大家有所感悟了吧！

郭點傳師賜導：「道」本一體，「理」無二
致。而一貫者，古代銅錢，中間有個孔，串連百為
「一貫」。「一」者是公心、捨去私心、不存絲毫之
欲望。把心念收回「玄關」、萬念歸於「一」念，再
把「一」念放下，就是本來面目；凡事用「一」即天
理、良心來處事應物，就八九不離十的圓融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三」是指多
次、深切地作反省；撫心自問：為別人做的事，竭盡
忠心了嗎？與朋友的交往，守信用了嗎？老師所傳授
之「道」業，有複習了嗎？世上凡情形形色色紛至，
我們不可能什麼都學會，故而面對世情，一切宜看淡
的不畏生死。強調：「朝聞夕死，可矣!」。「當前
即是真陽關、真水、真火已俱全」，它確實是一條
回理天最直接、最根本又平坦的康莊大道。關鍵在
於您要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切切實實依憑良心、本
性，把路走好，時刻「守玄」、把外放的心收回「玄
關」處，可以免去了妄想與邪念。呼籲大家專志於
修「道」：修身、修心、守「仁、義」，遵循「真
理」，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修道在於讓
我們增長智慧，智慧不開，歸咎於累世業障所牽纏使
然，所以需要行功立德來化解業力！最後勸諭大家宜
把握全真道院於六月二十四日舉行的大懺悔班，此乃
難能可貴的大好機緣，萬望各位及早策劃以便參與這
殊勝法會是幸。

天緣佛堂
溫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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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潔芳

Date:       May 13th (Sunday) 2012

Time:       9:30 am ~ 1:30 pm 

Fee:          Free

Location:  Rosemead Garvey Park
                  7933 Emerson Place
                  Rosemead, CA 91770

日  期：5月13日（週日) 2012

時  間：上午9:30時至下午1:30時

費  用：免費

地  點：柔似密公園

午餐：自備午餐,水果點心或素食燒烤（公園內有燒烤設備）

內容：孩童戲球，唱歌彈琴，親子互動，向偉大的母親致敬。

道院集合時間：8:50 am ~ 9:00 am 

希望各位道親邀請媽媽，家人以及親朋好友參加，這是一個廣渡有緣的大好機會，
一同來共樂，並藉此認識所有道親。

09:00 am    場地佈置與報到
10:00 am  三寶修持之旅
10:20 am    歌頌母德 道寄韻律
10:30 am    趣味競賽 親子遊戲
11:30 am    修身養性 動中取靜
11:45 am  青春永駐 快樂舞（道）蹈
12:00 pm    親子互動 感恩孝親
          致敬偉大的母親
12:30 pm    午餐

美 國 全 真 道 院

母親節公園親子活動
The Great Tao Foundation of America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主辦人：陳淑敏壇主 • 杜梅瑞壇主

10 FWY

Emerson Place

N

S
an

 G
ab

rie
l B

lv
d

D
el

 M
ar

 A
ve

Garvery Ave

Hellman Ave

Garvey Park

活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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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量就是度量。涵養就是內涵修養。人是因
業力、因果循環轉世而來。一般人每天過著渾渾
噩噩、醉生夢死的日子，來時兩手空空，最後走
時，也兩手空空的離開了人間。但是求了道就不
同了，我們有神聖的使命，跟隨著彌勒祖師和老
師一齊共辦三曹普渡，來幫助眾生離苦得樂，脫
離輪迴苦海！要渡人就得有好的人緣，要結好的
人緣，就得從心量與涵養下功夫。修道人的心量
與涵養，是大或小？是正或偏？關係著自己與千
萬人的慧命，如何保持心量廣闊，涵養精深，實
在是非常的重要。

要如何提昇，使心量寬廣、涵養精深呢？

(一)要有遠大的目標志向
老子說：「取法乎上者，僅得乎中；取法乎

中者，僅得乎下。」意思說，拜師學藝一定要拜
技藝高超的，我們可能只學到師父的一半，如果
師父技藝普通，那我們學到的手藝便可想而知
了。目標要訂高一點，執行時雖然不能全部達
到，打點折扣，但成就仍然相當可觀。若目標訂
得很低，打點折扣後，所剩就無幾了。人志小器
量必窄，難成大器。俗話說：「鳥隨鳳凰飛的
遠，人伴聖賢品德高。」修道要以聖賢為榜樣。
聖賢仙佛之所以有成就，就在那顆關懷眾生的
心，以救渡眾生為志向。因為志向遠大，所以可
以包容負重，面對挫折失敗的時候，也能坦然處
之。信心堅定的堅持下去。

 (二)要能放下塵緣，放下名利
眾生之所以輪迴生死，都是因為貪嗔痴。

誤以假為真，以幻為實，一生中，追逐鏡花水
月，不真實的東西，而造下無邊的惡業，因此
修道人首先必須放下塵緣，使妄心不起，不執
著於名利。

(三)要有寬宏的度量
水往低處流，海能容百川故能成其大，為人

要虛懷若谷。度量能容一人，只能帶領一人；能
容千萬的人，才能帶領千千萬萬的人。俗話說：
「宰相肚裏能撐船。」要有大的度量， 才能成就
大的事業，聖業。有個六尺巷的故事：

清朝康熙年間，禮部尚書張英的家人為了圍
牆，與鄰居發生了爭執，家人飛書京城，希望張
英用權勢擺平鄰居。而張英卻沒那樣做，就回了

一首詩：
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
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家人看了信，知道主人的意思，就主動退讓

了三尺，而鄰居深受感動，也退讓三尺，於是兩
家的院牆之間有一條「六尺巷」。這個美談一直
流傳至今。

最近轟動NBA 籃壇的林書豪，在他短短的
籃球生涯中，可以看到他那得意時，謙卑；贏球
時，都歸功於他的隊友。在他一而再的被球隊解
約，失意時，不喪志、不氣餒，不斷磨練自己，
充實球技，等待時機成熟時，展現自己。果然在
紐約尼克隊傷兵累累，無可用之兵時，臨危受
命， 一上場就一嗚驚人，風迷世界。

(四)要能懺悔感恩
懺悔能使內心寧靜，本性往上提昇。反觀求

己，自然身心淨化，愛心流露，感恩能堅定信
心，悲愿向前。有過自己承擔，有罪要懺悔。修
道人一定要有擔當，如果没有擔當的勇氣，一定
成就不了佛果。有錯就要認，自己承擔，不能諉
過，有過就要改，有罪要懺悔，要真誠反省、真
心懺悔。反省是懺悔的一部份，最重要的是反省
完了之後，要改過。真心懺悔才能消罪。有句話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顯示出，一個肯懺悔
改過的人，無論其行為如何，也必會受人所肯
定。感恩才能知恩圖報，知足惜福。

(五)要犧牲奉獻而不佔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雨露普

施。天生萬物，地養萬物，天地是生而不有， 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天地哪有居功呢？我們要效
法天地無私之心，要犧牲奉獻，不居功，不佔
有，要迴向，即使修辦道稍微有點成就，是仙佛
同修共辦的，所以不全是我們的功勞，成就。

 (六)要慈悲喜捨
地藏王菩薩為眾生下地獄，祂發出大悲弘

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
提。觀音菩薩對眾生慈悲，聞聲救苦。長榮集團
(航空、海運)老板張榮發大德，發願要把他的資
產捐做慈善公益，到監獄講道度受刑人。

有個網路故事：「兩枚硬幣的分配」。有
個名叫盧拉的男孩出生在巴西的一個農家。因

道化人生 心 量 與 涵 養 林達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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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窮，從4歲起，他就得到街上賣花生，上小
學後，在課餘時，他常和兩個小朋友，到街上擦
鞋。有一個傍晚，一家洗染舖的老闆來擦鞋，三
個小男孩都圍了過去。老闆看著三個孩子渴求的
眼神，很為難。最後，他拿出兩枚硬幣說：「誰
最缺錢，我就讓他擦，並且付他兩元錢。」那時
擦一雙皮鞋頂多20分錢，這十倍的價錢，簡直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個小朋友說：「我從早上
到現在都沒吃東西，如果再沒錢買吃的，我可能
會餓死。」另一個小朋友說：「我家裡已經斷糧
三天，媽媽又生病了，我得給家人買吃回去。」 
盧拉看了看老闆手裡的兩元錢，說：「如果這兩
元錢真的讓我賺，我會分給他們一人一元錢！」
盧拉的回答讓這老闆和兩個小伙伴大感意外。盧
拉繼續說：「他們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們已經餓
了一天了，而我至少中午還吃了點花生，有力氣
擦鞋。您就讓我擦吧，我一定會讓您滿意。」老
闆被盧拉感動了，等擦好鞋後，真的將兩元錢付
給了他。而盧拉也不食言，就將錢分給了兩個朋
友。幾天後，老闆找到盧拉，讓他每天放學後到
洗染鋪當學徒，還管晚飯。盧拉知道，這是因為
自己幫助了比自己窘困的人，才有了改變命運的
機會。從此，只要有能力，他都會幫助那些生活
比自己困苦的人。後來他進入工廠當工人，為爭
取工人的權益，45歲創立勞工黨。2002年，當選
總統。2006年，連任成功。8年任期中，他帶領巴
西 一躍而成為全球第十大經濟體。他就是巴西
前總統盧拉。因為他慈悲喜捨的心，而成就了他
後來的大志業。這故事告訴我們要有慈悲喜捨的
心，才能成就大事業。

(七)寬恕
學習寬恕別人的過錯，不要把別人的過錯

一直記在心上，一直記住別人的過錯，會使自
己很痛苦。寬恕，不僅是寬恕別人，其實是使
自己得到內心真正的寧靜，讓自己解脫痛苦的
最好方法。

有一個小學老師在偏遠的鄉下教書，有一
天，他問班上的小朋友：「你們大家有沒有討厭
的人啊」小朋友們想了想，用力地點點頭。老
師接著便發給每人一個袋子，說：「我們來玩
一個遊戲。現在大家想想看，過去這一週，曾有
那些人得罪過你，想到後，就利用放學時間到河
邊去找一塊石頭，把他的名字寫在石頭上，放進
袋子，每天帶到學校來給老師看。」學生們感到

新鮮有趣，放學後，每個人都搶著到河邊去找石
頭。第二天一早，大家都把裝著石頭的袋子帶到
學校來，興高采烈地討論著。一天，兩天，三天
過去了…。有的人的袋子越裝越大，越來越重，
逐漸變成了負擔。終於，有人說話了：「每天背
著這些石頭來上課，好累喔！」這時，老師笑著
說：「那就放下這些代表著別人過錯的石頭吧！
學習寬恕別人的過錯，不要把別人的過錯當寶一
樣的記在心上，扛在肩上，時間久了，太沈重，
任誰也受不了！」 

(八)好的涵養
好的涵養要從平常生活中培養來。一個人成

功的因素，專業知識只佔 15%，另外 85%是來
自於他的修養、人際關係、處世能力、應變能力
等等。 

一個畢業班的老師帶著五十幾個學生到一個
大公司參觀，由於該公司的老板是老師的同學，
因此老板親自接待。秘書將同學們安排在大會議
室坐，工作人員給每個學生倒了一杯水，學生們
坐在那裡，沒有客氣。只有一個同學起身雙手接
過工作人員遞過來的水，並且客氣地說了聲：
「謝謝！」老板辦完事情急急忙忙趕過來，連聲
道歉：「對不起，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
沒有反應，還是老師和前面所說的那位同學帶頭
鼓掌，但掌聲稀稀落落。老板開始講話，發現沒
有人做筆記，於是要秘書去拿一些公司的筆和筆
記本來，然後面帶笑容，親自雙手遞給每一個學
生，遞著遞著，老板的笑容沒有了，因為學生們
都是伸著一隻手去接，有的學生根本就坐者不起
身，更沒有人說聲：「謝謝！」只有剛才那個同
學，恭恭敬敬地站起來雙手接，並連說兩聲：
「謝謝！謝謝！」畢業的時候，只有那位同學接
到了那公司的錄用通知書。其他同學非常不服
氣：他的成績並沒有我好，為什麼讓他去而不讓
我去。我們都知道為什麼？涵養不好。

修道人是苦海與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座橋樑，
要敞開自己的心扉，放下成見。修道辦道目的是
自利利他。故路要寬廣，心量要深大。借用《自
如歌》中的幾句：走在修道路，一路要知足，用
感謝心，去付出，以歡喜心，來接受苦。一路要
惜福，用大智慧，去領悟，以大慈悲，來將眾生
渡。如去如來，來去自如…願將眾生渡。

註：取材自道義講義─修道人的心量與涵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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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upon a time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 sage who taught a group of disciples at a remote 
monastery. They studied teachings from many 
sources of wisdom, even some that originated from 
distant lands.

One imporant topic they delved into was human 
suffering. The disciples were taken by the concept 
and could not stop talking about it. “Suffering is 
unavoidable,” one of them declared while others 
nodded in agreement.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we suffer through all of them, not to mention 
the setbacks, heartaches, annoyances and other 
causes of misery.”

This talk had an effect on all of them. They no 
longer went about their daily activities with good 
cheer. There was a sense of growing dissatisfaction, 
and some of them began to complain about 
everything.

The sage observed this and decided it was time 
for a Tao lesson that transcended ordinary teachings. 
He gathered the disciples together and said: “I notice 
quite a few moody expressions among you recently. 
Perhaps we can brighten the mood by taking a break. 
The nearby lake is particularly beautiful this time of 
the year. Let us go there.”

The lake was indeed beautiful, filled with pure 
and pristine water from streams of melted snow. The 
disciple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is natural beauty, 
because their minds were still preoccupied. As 
they stood by the lake, one of them asked the sage: 
“Master, what is the Tao perspective on suffering?”

The sage brought out a cup he had prepared, and 
showed it to all the disciples. They could see that it 
was half filled with salt. He handed it to the disciple 
who asked the question and said: “Fill this cup with 
water from the lake, and stir it well to dissolve all the 
salt.”

The disciple did as the sage ordered. It took a 
while, but eventually he was able to get all the salt 
dissolved. “Good,” the sage approved. “Now take a 
sip and tell us how it tastes.”

The disciple took a sip and immediately spit it 
out. “Master, it is much too bitter. It tastes horrible!”

“Of course,” the sage smiled. “The salt is just 
like the suffering we experience in life. It can be 
very difficult to swallow. Even a little taste of it is 
horrible.”

“So that is the Tao perspective, Master? That 
suffering is horrible?” The disciple was puzzled.

Instead of answering, the sage brought out 
another cup. The disciple looked at it and were 
startled. The second cup was filled to the brim with 
salt. As bad as the first cup was, this could only be 
worse. Would he have to drink it too?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think.

“Pour the salt in this cup into the lake,” the sage 
instructed him. “Then use the empty cup to scoop up 
water from the lake and drink it all down.”

The disciple did as he was told while the other 
disciples watched him. When he was done, everyone 
wanted to know: “Well? How was it?”

“Refreshing!”  The disc iple  smiled wi th 
contentment. “I was a bit thirsty from sipping the 
first cup. Now my thirst is completely quenched and 
I feel great!”

“Do you see the difference?” The sage could 
see understanding beginning to dawn on them. 
“The first cup is the ordinary mind. To such a mind, 
suffering can be almost unbearable, just like you saw 
for yourselves. This is why the natural response to 
suffering for most people is complaints and more 
complaints.”

“The Tao mind is like this beautiful lake,” the 
sage waved his arms to indicate everything around 
them. “If you can expand your mind into the great 
dimensions of the Tao, then suffering for you will 
be like salt poured into the lake. The salt is still salt, 
but your experience of it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Even 
if you end up with more suffering in your life than 
other people, it will have no power over you, just as 
the salt has no effect on the lake. The water remains 
as pure and pristine as ever. Now that is the Tao 
perspective on suffering!”

by Dere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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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lt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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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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成語故事、中文報紙、中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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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5/04 ~ 05/12
郭詩永 陳正夫 徐翠妤 辜添脩

05/11 ~ 05/19 05/18 ~ 05/26 05/25 ~ 06/02

天緣佛堂
05/05/2012( 四月十五 )   

05/21/2012( 閏四月初一） 講師：郭文澄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譚覃光  金剛經心要

班長／道寄韻律：林月慧講師：易榮熙 講　師  報恩了愿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期

負責點傳師

天廚組長

05/06/2012    05/13/2012      05/20/2012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05/13/2012 05/20/2012
陳心詒、陳品蓉 杜梅瑞、溫詠鳳

乾

坤

陳恩弘、郭禮嘉 陳宣霖、陳彥宏

05/06/2012
陳靜嫻、余月華

吳韓衛、史振英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負 責 人

 05/06/2012
 05/13/2012
 05/20/2012

楊阿晟

鄭末子

楊阿晟

徐翠妤 辜添脩

吳韓衛
張書興

武詩竹
史振英

郭詩永

林貞伶
陳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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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2012  譚覃光　 林心正    覺照與反醒 : 杜梅瑞　　 活在當下 : 林心正       陳正夫
05/13/2012                    母     親     節     活     動
05/20/2012  呂柏欣　 吳韓衛    　紅　　十　　字　　會　：　急　難　救　助　常　識
05/27/2012       　　         長     週     末     停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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