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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念成道五周年的楊碧珍老點傳師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值年丙申，時序仲秋，日月如梭，倏逝如流！楊
老點傳師大德成道已五周年了，緬懷老點傳師，音容
宛在，典範猶存，心跡永繫，不勝依依！

楊老點傳師啊！此刻千言萬言，也難以敘述妳的
德行於萬一，僅恭錄袁前人於美國全真道院開荒十周
年的賜導為憶念：「楊老點傳師的付出相當多，如時
間的付出，金錢的付出，精神上的付出……犧牲奉
獻，一心不二，始終如一，功不可沒。常聽一句話，
『修道要半聖半凡』，然而楊老點傳師是『全聖輕
凡』，不論做什麼事都以『道』為出發點，她的心全
放在道務上的開拓，擔負代天宣化的職責，以及關懷
道親，成全道親，楊老點傳師是我們後學標杆，是學
習的對象。」

印度有一位慈善家須達多，在舍衛城，男女老
少，只要有困苦，沒有依靠的，一旦去求他支助，他
都慈悲幫忙，所以，城裡的人都稱他為「給孤獨長
者」。

有一天，須達多長者有事，到王舍城去拜訪一位
長者，偶然間，幸遇佛陀並聆聽佛陀的開示微妙法
音，法喜充滿內心，因此，發心要建設精舍，供佛陀
及尊者們到舍衛城弘法利生，佛陀也很高興樂意接
受。

須達多長者返回舍衛城後，馬上積極覓尋適當的
場地，終於看中一座山明水秀，樹木茂盛，花卉芬
芳，生機盎然的寬廣園林，得知此物業的主人是祗陀
太子，就登門造訪，請太子讓售，做為供養佛陀講經
說法，讓眾生離苦得樂。惟祗陀太子捨不得割愛，但
又經不起須達多長者真誠相求，為辭退長者的意念，
就說：「本來我是不願讓的，既然你非要到此園林不
可，那麼就請您用黃金把園地都鋪滿，以那鋪滿的黃
金為售價，我就可以讓給您。」

想不到，太子開出了價錢時，須達多長者高興得
不得了，當下安排家人，將黃金一車車拉到園林中鋪
滿遍地。祗陀太子親睹此義舉，也非常讚嘆，於是對
須達多長者說：「長者，土地已是屬於您的了，不
過園中的樹木花草並不包括在內。請問您一下：佛陀

究竟是何許人物？您為何如此熱衷護持他？請問您，
讓我也有機會用這些樹木供養佛陀好嗎？」須達多長
者就把佛陀之偉大述說一遍，祗陀太子感動得無以復
加，也發心布施。

精舍完成後，須達多長者很謙卑恭請佛陀及眾僧
們前來啟用，因為此精舍是給孤獨長者布施的園地加
上祗陀太子布施的樹，所以佛陀就以他兩人的名號，
為此精舍命名為「祗樹給孤獨園」。功德無量。

須達多長者雖是很富有的大德者，但這次的布施
是他生平最超乎他想像的一次布施，以致改變了他的
家業，家中已一貧如洗，山窮水盡，而要撿人家的餘
飯剩菜過日。有一天在垃圾堆中撿到一個無價高貴
的檀木木斗，但因不淨潔，而勉強只換得白米四升回
家。

當長者的太太，量了一升米下鍋，才炊熟，眼見
舍利弗站在門口托缽乞食，她很歡喜地把那一升米煮
熟的飯，全供養舍利弗。她又量了一升米去炊，正炊
熟，目犍連正站在門口，她又把飯供養目犍連。接著
大迦葉於第三升的飯煮熟時，也同樣站在門口，她就
把飯供養大迦葉。只剩下最後一升米，才煮熟，佛陀
就到了，她想莫非是應受的苦報已畢，新的福份將要
現前？於是把僅剩的一升飯，悉數供養佛陀。這時，
佛陀親口為他們一家人祝願說：「罪滅福生，從今日
起，永恆富足，更無困乏。」

不久之後，由於須達多長者的廣種福田，真誠布
施，所以家裡又金玉滿堂，米倉中又米穀、布帛堆積
如山，而且比以前更富有，真是福慧俱全。

我們楊老點傳師在成全道親、關懷道親的慈悲行
誼，也效法佛、道的尊者大德們，登門拜訪、成全道
親，教化家庭要父慈子孝，朋友有信，濟弱扶貧，促
進社區和睦，使眾生離苦得樂，超生了死，共創彌勒
淨土家園。

今天我們在此追思楊老點傳成道五周年之際，除
了緬懷老點傳師的行誼外，身為後學的我們要更鞭策
自己，深發大願效法其對大道無私的奉獻，永遠追
禱！

楊老點傳師成道五周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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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詠鳳

今值楊碧珍老點傳師成道五周年，專誠採自園中

幾枝天堂鳥，寶藍的花冠，橙黃花瓣，配以挺拔綠葉，

堂上供奉。在全真道院舉辦楊老點傳師成道五周年紀念

會上，奉家母之命，代表溫家成員向楊老點傳師您致敬

──感恩您指點了我們在人生道路上正確方向；感恩您

為開設天緣佛堂之幕後的運籌幃幄；感恩您對溫點傳師

的造就栽培，以及引導我們步上光明的修道人生路；感

恩您到美國洛杉磯來開荒；感恩您為道場的犧牲奉獻，

所付出的精神、時間、金錢，畢生心血，我們都一一銘

嵌於心裡，恆久難忘！

二十多年來，全真道院秉持老前人金句「認理歸

真」，我們是多麼地感念您和陳點傳師，為此而推行不

遺餘力。周日所編排課程以一貫道道義為主軸，揉合

儒家中庸之道，釋家的出世思想，道家無為哲學，所形

成一套出世、入世法則。融通三家思想以儒學為中心來

宣示人生哲理。對道親加以勸誡，化度向「善」。極力

呼籲大家踴躍參班，聆受教益，俾予開拓智慧，發展心

靈力量，結合自身體驗，成為高貴的操守，進而經過

「道」之薰陶，勤奮向學追求「真理」，潛移默化，立

志修道，磨練身心，充實自我。

全真道院道院在您倆位嚴師督導之下，以及各位

師長悉心培育，我們欣然接受錘鍊，深信「道真、理

真、天命真」，從快樂中學到了「真理」，積累知識，

致而懂得為人之道理。自省、自律；積極、認真地學習

「三施」並行。珍視「真理」的盡責守份，虛心、精

進，多盡一分責任，多做一分學問，多養一分元氣，以

備在道場獻上一分力量。可見心靈之美，智慧之美，行

為之美；纔能經得起世道上各種誘惑，經得起煩惱的考

驗；從而激發起美感達致最完美的心靈健康啊！固此，

智慧就是能夠在平凡中發現奇蹟，有了責任心，生活就

有真正的涵意。在履行職責中，常常令我們獲至無比

的幸福、安樂！再者，您屢屢諭示：如何修「動」中

「靜」，變中之「常」；強調箇中平靜確切是一件珍

寶，「心」安「性」定。牢牢謹記：「唯有修道不誤

人」，此生無憾矣！

春風化雨暖透我們的心，您付出汗水的智慧，灌

澆了一棵棵道苗，無論如何總難忘您耕耘的形象──結

緣始於對全真道院周五經典班的嚮往：入學之初，為

了能夠精準掌握充份的研習時間，您周全給予上班族學

員們準備晚膳；更是以身作則在第一時間步入課堂靜默

端坐，成一至佳典範。每屆學期中段的三個月裡，學員

們所切合議題之周記作業，有勞陳點師逐一點評。想當

年，很湊巧總獲編排至您的那一組，在您批閱發還試卷

的簽署字跡，對您那娟秀筆鋒，後學必會臨摹一番。尚

有您睿智的眼神，慈藹笑靨，柔和語調……一切都成過

去，如今變成慇切懷念！您誨人不倦，臥病期間，仍堅

持支撐贏弱體軀步上講台，諄諄賜訓，聆聽您語重心長

叮嚀的當下，您鞠躬盡瘁之精神直教我們感動又欽佩。

多少思緒，多少往事，悠悠難追憶，請讓我們將千絲萬

縷的緬懷捎向遠方的您：感恩您曾賜予我們陽光雨露、

春風的敬愛楊老點傳師！

鄭末子

今天後學以不捨與感恩的心，來追憶楊老點傳師與

我們同在的生活點點滴滴。

時間過的真快，楊老點傳師離開我們已經五年了。

記得1989年美國全真道院在Baldwin Park的Ramona大道

設堂時的盛況，道氣很旺，不時有台北的點傳師、辦事

員來搭幫助道。

每次開班結束後，道親們都會圍在後庭院的大樹下

享用素食午餐，一邊互相交流、認識，談天論道……飯

後還意猶未盡捨不得離開，乾脆泡壼茶，繼續聊，直到

近黃昏才依依不捨互道「再見」。

當時的佛堂雖然簡陋但樸實、莊嚴，當然硬體設備

方面沒有目前全真道院的豪華，但道氣可是旺的很。

楊老點傳師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

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不知受了多少委曲與折磨，

楊老點傳師始終堅定信心，為道勇往直前，排除萬難，

為道親們建立一個好的修道環境，她所付出的精神，所

碰到的挫折都能一一的克服，厲害的是還經常開車帶著

辦事員訪道親，這種毅力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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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點傳師人緣好，待人誠懇，平易近人，親和力

十足，樂於助人，而且是有求必應。楊老點傳師也很慷

慨，經常把道親送的禮物拿出來分享與大眾，道親們都

喜歡她。

除了星期日開班之外，其他時間佛堂的大門永遠為

道親而開，常常是賓朋滿座。

道院就像是一個大家庭，而楊老點傳師就是我們

的大家長，道親們不論大小事都樂意去向她請教，傾

訴……

楊老點傳師待人親切和藹，對後學們的提攜、關懷

倍至，不遺餘力，後學與林兄也經常路過道院就會進去

找楊老點傳師聊天，每次回佛堂就像回老家的感覺，很

溫馨。

楊老點傳師很會度人，也很會成全人，常接近道場

慢慢的會有一種歸屬感，感覺很踏實。

承張老前人的鼓勵以及楊老點傳師的成全，後學於

1992年11月設立了家庭佛堂。1993年後學移居核桃市，

有一天後學和林兄商量說：我們的佛堂要安在那裡？

林兄說：不知道？後學很在乎  堂要設在那裡比較合

適，但一方面又要顧慮到林兄的感覺，後學把目光轉向

車庫，我們有三個車位，我們有兩部車，心想另一車位

也許可用來設佛堂。主意打定，趕緊和林兄商量，說好

說歹總算同意了，於是向楊老點傳師報告，提出我們的

想法。楊老點傳師很高興的說：車庫沒關係，有心最重

要，上天老 會知道你們的心意，並說：高樓大廈也是

從基層起，修道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的走，上天不會

辜負你們的。就因為楊老點傳師的一句鼓勵的話，慈悲

成全了設堂所有事宜，並且獲得張老前人賜名「廣義佛

堂」。

2008年底有一個機緣，無意中看到就是目前後學

住的房子要賣，匆忙的看了房子之後，林兄很高興，他

第一個想到的是仙佛要住的地方找到了，於是在眾多人

想要這房子的情況下我們爭取到了。那是老  慈悲，把

機會撥轉給我們的。借這個機會後學要感謝上天慈悲、

楊老點傳師以及所有點傳師的成全，還有前賢大眾的護

持，幾次搬家及設堂一路走來都很順利，非常感恩！

楊老點傳師把所有精力、時間都放在道務上。人不

是鐵打的，鐵打的也會生鏽，何況是人？楊老點傳師勞

心勞力，有時候身體微恙，也常常草藥煎一煎，應付了

事，從不向人訴苦。

有一天，真的病倒了，爬不起來，一慌打電話向易

兄求救，易兄來電告知林兄，楊老點傳師生病了，二人

急急忙忙趕至道院，易兄、林兄兩人手忙腳亂的趕緊送

楊老點傳師就醫。那時後學外出不在家，回家後聽林兄

提起此事，林兄說：看到楊老點傳師痛苦的樣子，心裡

非常不捨。上天慈悲，好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平安

無事了。堅強的楊老點傳師，日後再看到她，又是一條

龍了。

道親們有時太懶散，楊老點傳師也會心急，她從不

責備，總是諄諄教誨，循循善誘，常用深入淺出的道理

來誘導眾生向善，希望眾生了解天時緊急，唯有修道才

能安身立命，躲災避難。

楊老點傳師常說的一句話：「天生我身必有凸顯生

命的光輝，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只要有天必助之。

楊老點傳師常鼓勵道親們常回佛堂參班聽道理，楊

老點傳師常說：「來佛堂聽道理是來學習做人。」在佛

堂靜坐二個小時，其中聽到有用的一句話，你就受用無

窮了。

的確，我們生活在這五花八門有如萬花筒的大環

境裡，很容易「因境生心」，一不小心就會隨波逐流，

誤入岐途，因此楊老點傳師常常苦口婆心的提醒，要常

回佛堂聽道理，借以修心養性，改脾氣，去毛病，改變

氣質，以提昇人格。人生沒有完美，只有完善；歲月沒

有十全十美只有盡量；人生總要有夢想，歲月總要有追

求，楊老點傳師一生為道犧牲奉獻，領導我們邁向歸根

復命之坦途。

楊老點傳師的行誼，生活的點點滴滴，激勵我們對

「道」的信心，「道真、理真、天命真」，勿庸致疑。

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好、壞都操之在

己，人生沒有重來，生命也無法倒帶，多多珍惜所擁有

的，多與人結善緣，多接近善知識，佛堂就是我們最佳

的修道場所。

人的一生可以錯過很多，但不要錯過得來不易的

「殊勝大道」。當你遇見最美好的事物時，所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把它分享給你四週的人。而我們楊老點傳

師把最殊勝的「道」分享給四周的人，把道發揚光大，

散播到世界各角落。

生命是一篇小說，每個人都有一本厚厚的劇本，

而楊老點傳師的劇本內容更是豐富，精彩，更值得讓人

探討與學習。楊老點傳師，我們懷念您，也感恩您的大

愛。在您的堅持與信心，很多不可能的都變成可能。您

為眾生豎立修道的好榜樣，您為我們締造舒適的修道場

所，您讓全真道院成為海外遊子的避難所。感恩您！！

溫詠鳳

鄭末子



美國全真通訊 4

今天是楊老點傳師成道五周年的紀念日。時間過得

真快，轉眼間已經五年過去了。

二十幾年前，後學跟著先生到美國來唸書，唸完書

就開始工作，也就留了下來，開始養兒育女，到現在算

一算，都二十五年了。在這段時間，爸爸媽媽不在後學

身邊，楊老點傳師就像後學媽媽一樣，常常關心後學。

我們都知道楊老點傳師她很關心及照顧道親，尤其

是願意清口吃素的道親，楊老點傳師怕他們吃不習慣，

或是不會煮素菜，楊老點傳師煮了很多好素菜，常常分

送給他們。

楊老點傳師像我的媽媽，當然她也像我的老師，常

常會提醒我，那裡有不對的地方，或者那裡需要改進的

地方。

記得楊老點傳師跟我講過一句話：「少說話，多做

事。」這句話多實在！楊老點傳師一生就是一個最好的

典範。楊老點傳師很少上台跟我們長篇大論的講道理，

但是大家都看見了，楊老點傳師做了很多事，她日常生

活所做的每一件事，對道親的關心，以及對道場的貢

獻，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少說話」這句話，大家想想，我們平常有沒有很

愛講話，東家長西家短，兩三個人聚在一起，講不夠，

回家還要打電話，講什麼？講道理嗎？講怎麼渡人？講

道務如何推展？都不是。都講一些廢話，浪費時間，也

浪費力氣，所以說要「少說話」。

陳淑敏

楊老點傳師為道犧牲奉獻的精神，永遠留在後學的

心目中。楊老點傳師時常鼓勵後學要為上天來奉獻要助

道，行道。並且告訴後學像妳現在這樣是不夠的，還要

三施並行，為上天所用。

她總是告訴後學：「上天是不會辜負人的。唯有修

道不誤人。」這句話妳要記得。她重複叮嚀以上的話給

後學聽。如今依舊繚繞在後學的身旁。

她就像慈母一樣，是大家的大家長。她是那麼的和

藹可親的對待所有道親。每次後學回佛堂時，她總是關

心後學有沒有吃飯，並且招呼趕快來吃飯。離開佛堂時

又包東西給後學帶回去吃。

相信她對其他道親也是一樣的，總是盼望著每位

道親都能回道院參班和吃飯。不管道院有大大小小的活

動，她都會花很多時間親自打電話邀請道親回來參加活

動，希望活動可以辦得很成功順利。以前後學不喜歡穿

道院制服，她就會教導後學來道院一定要穿制服，久而

久之，後學也習慣成自然了。她告訴後學，來道院穿制

服代表著我們是白陽子弟，代表著我們的心與道院同心

同德。

她幾乎將她所有的時間、精神、金錢都花在道院

上。來美國開荒辦道，廚房的無畏施，成全渡人，也從

不求回報。她對道貫徹始終，拳拳服膺。她是坐如鐘，

立如松， 行如風。她坐著的時候，她不吝嗇坐下來陪道

親一起聽課，即使她自己已經懂得，或者已經聽了很多

次的道理，她還是坐著聽課，為成全道親入道聽道進而

講道。如時鐘般的準時，從不缺課。她立如松，她辦道

傳道的精神如同一棵松一樣，屹立不搖的守護著道院。

即使她已離開我們五年了。行如風就是她的動作非常

快。什麼動作非常快呢？關心成全道親的動作非常快。

有一次，星期天道院開班時，她一知道陳淑敏學長，腳

不舒服無法來道院，那時後學還在想這事時，想說什麼

時候去看陳姐？但是同天早上短短半小時內，她神速已

經完成去探訪淑敏姐並且送便當給她吃。還有一次，後

學的女兒滑雪不小心腿骨折要開刀很嚴重，她和陳點傳

師立刻趕到後學的家看小女的傷，並且一起用三寶來為

小女祈禱，早日恢復正常走路。如今小女很幸運的能正

常走路。她成全道親的動作是如此的神速，諸如此類成

全道親的事，不勝枚舉，令人敬佩不已。

楊老點傳師內修外王的功夫下得非常深。凡事必自

躬親，笑容滿面，如春天的微風，讓人難以忘懷。她有

超強的記憶力。道親住哪裡，只要她一去過呢，她就不

會忘記，即使臨終前，還放不下去道務，還說什麼事她

都可以放下，唯有道務是她最牽掛放不下的一件事。她

對道的信心，始終如一，以身示道，老實修行，令全體

道親，刻骨銘心，後學在想如果您還在那該有多好啊！

以上肺腑之言，千呼萬喚，喚不回您的身影！楊老點傳

師，我們永遠想念您，我們永遠懷念您！您的精神永遠

都領導著我們一起向前進！

杜梅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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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敏

來美開荒  事業全放

買屋三間  做為佛堂

道歌教唱  道理開講

大榕樹下  飯菜飄香

佛堂不大  道氣高漲

專心致志  把道弘揚

皇天不負  楊老期望

數年之後  道院開張

冠蓋雲集  道氣飄揚

一心向道  道存心房

馬不停蹄  傳道家訪

內外道場  事必親上

積勞成疾  為道身傷

功果圓滿  道成天上

    哲人日遠  修道榜樣

今天是楊老點傳師成道五周年的紀念日。雖然楊老

點傳師成道已經五年了，後學還是清清楚楚的記得楊老

點傳師。

她以前身體健康的時候，常常會很早起床，煮了一

些好吃的菜，然後去拜訪附近的道親。後學記得楊老點

傳師常常來到我家，關心我們，也帶了好幾道菜給我們

家。

楊老點傳師生病以後，雖然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常

常去道親家，她還是不停的照顧道親，常常打電話問候

道親。每次道親來到道院，她也很熱情的招呼道親。

敬愛的楊老點傳師，您無私的奉獻，為了道院和道

親，您把自己的身體累壞了。雖然您已經回天去了，但

是您的教導永遠在我們的心中，我們懷念您。

    Today is the 5th Memorial Ceremony of Senior Master 
Yang. Although Senior Master Yang passed away five years 
ago, I still remember her very clearly.
    When she was still healthy, she would often get up 
early and cook food before going to visit many of the Tao 
members who lived nearby. I also remember Senior Master 
Yang coming to our house often to check on us and bringing 
many dishes for us.
    After Senior Master Yang became ill, although she was 
unable to visit the homes of Tao members as often as she 
used to, she did not stop caring for them, often calling them 
to ask how they were. Every time a Tao member went to the 
temple, she would always welcome them.
    Dear Senior Master Yang, you were always unselfishly 
giving. You tired yourself and your body out for the temple 
and for the Tao members. Although you have already 
returned to heaven, your teachings will always be in our 
hearts. You are greatly missed.

陳恩弘 Christopher Chen

林達雄

杜梅瑞 為什麼那麼愛講話，那來那麼多話講啊。因為頭腦

裡，整天想東想西，整天想個不停，頭腦裡想的，不說出

來很難過，所以就一天到晚找人聊天。頭腦整天胡思亂

想，都是妄念，妄念不除，修道就不會進步。聊天都聊些

過去事，老忘不了過去事，就是一種執著、愚痴。頭腦要

讓它常空，妙智慧才會生出來，才能做更多的事。

一天到晚講話，還不如多做一點事，不要光說，要

用行動來證明。修道不是用嘴巴說說就可以，要腳踏實

地，確實用行動來修，才是真修實煉。

修道有二個毛病：第一，「光說不做」。第二，

「做事不力」。我們常常立了很多願，從今天開始，我

每天要看多少書，要背多少英文單字，要寫日記，要做

多少事，結果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沒有恆心耐心，這

樣都不會成功的。

我們想想是乾道比較愛講話，還是坤道比較愛講

話？所以有長舌婦之稱，話多是非就多，怎麼修道？所

以師尊要坤道「實心修煉」。

話說多了，浪費力氣，一開口，氣就散，把寶貴

的真氣、陽氣、精氣神給散掉了。我們常說要「緊閉六

門」，嘴巴是非常重要的一門。六門通六道，六門不

閉，六道之門常開。

所以「少說話，多做事。」也是一句修行法門，這

句話和袁前人的「以身示道，老實修行」，有同樣的意

思。後學今天就用楊老點傳師這句話，來跟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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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後學和姊姊從小在大陸和台灣讀書，之前較少能有

機會常來道院。雖然後學對楊老點傳師的記憶不像在座

有些道親的一樣深刻，但姊姊告訴後學她非常清楚的記

得楊老點傳師的笑臉──月牙般的眼睛和和藹的笑容，

總是帶給別人平易近人的感覺。 

後學的外婆也是一貫道的道親，她時常用尊敬的語

氣跟後學們提起楊老點傳師對道場的貢獻。幾十年前，

點傳師很辛苦的來美國開荒，而且非常關心每一位道

親，常常會去道親家探望他們。當道院有事情需要完成

時，楊老點傳師也都跟著道親一起，忙進忙出。

楊老點傳師，謝謝您對道院所有的付出，您是後學

們最好的榜樣。

    My sister and I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temple as often 
as we would like because we grew up in China and Taiwan, 
so our memory of Senior Master Yang may not be as strong 
as that of some of you here. However, my sister told me that 
she clearly remembers Senior Master Yang’s smile - a kind 
and forgiving face painted with genuine happiness to see 
everyone. 
    My grandmother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Tao community; 
she often talks about Master Senior Yang respectfully. Many 
years ago, the masters endured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to 
establish the temple here to provide the Tao members with a 
place to practice Tao. Also, Senior Master Yang frequently 
visited Tao members and assisted them, when they needed 
help. She was also seen busily bustling in and out when the 
temple needed something done. 
    Senior Master Yang,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had 
done. You are our role model.

時間過得真快，楊老點傳師離開我們，已經五年

了。後學記憶中的楊老點傳師，總是帶著滿滿的笑容，

非常的和藹可親，當時後學還只是一個很小的孩子，她

親切的樣子，讓後學好喜歡來全真道院。

後學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楊老點傳師煮了一手好吃

的菜，她總是很親切的招呼道親們吃。在每個星期天開

班的時候，楊老點傳師總是希望可以看到所有的道親都

回來參班，如果有道親沒有來參班，她就會打電話去關

心他們。

慈悲的楊老點傳師，您總是不厭其煩的，一直在提

醒我們要好好修道，要常常到道院來幫忙做事，我們會

謹記在心中的。您為了道院和道親，把自己的身體累倒

了，我們會永遠懷念您的。祝福您在天上，天天快樂，

萬事如意。

    Time has passed really quickly and it’s already been 
five years since Senior Master Yang has left us. The Senior 
Master Yang that I remember would always be cheerful and 
happy, and she was always very caring. At that time, I was 
only a young child, but her kindness always made me love to 
go temple on Sundays.
    My best memory was that Senior Master Yang was always 
cooking delicious food for us and calling the Tao members 
over to eat. During the Sunday classes, Senior Master Yang 
liked to see everyone attend classes. If someone wasn’t 
there, she would give them a call, asking if everything was 
all right.
    Senior Master Yang was always sincere, and she was 
constantly reminding us about cultivating ourselves properly, 
and she would also encourage us to help around the temple.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er teachings in our hearts. She 
did all of this for the Tao members, rather than herself, and 
for that, she will always be cherished and remembered. I 
wish for her to have a joyous life in heaven.

陳心詒 Cindy Chen

鄭淳優 Ashley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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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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班程表   內　容
吳振龍　百孝經、禮節、學中文

  負 責 人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陳心詒、陳品蓉、鄭淳溱、鄭淳優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員:組長: 黃秀孟

10/02/2016 10/09/2016
吳鑌娟、黃文瑛 高子評、余月華

乾

坤

陳恩弘、陳柏翰 吳振龍、賴科瑾

10/16/2016
鄭淳溱、鄭淳優

溫佳源、陳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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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2016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10/02 ~10/08
陳正夫 郭詩永 徐翠妤 陳正夫

10/09 ~ 10/15 10/16 ~ 10/22 10/23~ 10/29
郭詩永

10/30~ 11/05

天緣佛堂
講師：譚覃光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施萬方

10/01/2016 (九月初一)   

10/15/2016 ( 九月十五）

講師：羅煥瑜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施月芳

日 期

10/22//2016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陳秀珍 郭詩永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題目／講師 點傳師賜導

六 乘愿了愿：羅煥瑜

幸福的根源

10/23/2016
楊阿晟、李美鈴

陳恩弘、黃家隆

10/30/2016
呂柏欣、武詩竹

陳卓逸、史振英

人間天堂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10/02/2016    10/09/2016      10/16/2016 10/23/2016

吳依筠
符美燕

武詩竹
史振英

林貞伶
陳秀珍

日　期   負 責 人

 10/02/2016
 10/09/2016 鄭末子

 10/16/2016 楊阿晟

 10/30/2016 楊阿晟

10/30/2016

劉盛妹
陳彥宏

劉盛妹
陳彥宏 鄭末子 10/23/2016

楊阿晟

陳正夫呂柏欣   郭詩永

史振英   溫潔芳 道 義 問 答:郭詩永

智 慧 人 生:賴科瑾  大  學 : 郭詩永

郭詩永賴科瑾   余月華
符美燕   溫潔芳 回 歸 自 然:林達雄

即 心 即 佛:黃東山 一貫道義: 陳正夫
陳正夫
陳正夫陸  煒   陳靜嫻 修 福 修 道:溫詠鳳 彌勒真經: 陳淑敏

彌勒法門: 林宏容

秋  季  大  典10/09/2016
10/16/2016
10/23/2016

10/0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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