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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賜導

佛說彌勒下生經（六）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是時，善財與八萬四千人等，即前白佛，求索出
家，善修梵行，盡成羅漢道果。爾時，彌勒初會，八
萬四千人得阿羅漢。
這個時候，長者善財與八萬四千人等，馬上向
前，來到佛的面前，請求出家，得以修習清淨無欲之
行及對治一切不善之法的利他之行，而能遠離諸過，
使心性得寧靜，於是善財與八萬四千人天眾生都獲得
了聲聞乘中斷除煩惱，了脫生死不受後有，得受天上
人間供養的阿羅漢果位。這次，是彌勒成佛後，第一
次舉辦的法會，度化了八萬四千有緣眾生獲得了阿羅
漢果位。
是時，儴佉王聞彌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
得聞法。時，彌勒佛與王說法，初善、中善、後善，
義理深邃。爾時，大王復於異時，立太子為王，賜剃
頭師珍寶，復以雜寶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眾，往至
佛所，求作沙門，盡成道果，得阿羅漢。
當轉輪聖王──儴佉王聽說彌勒已經得道成佛，
證悟了無上菩提，便來到彌勒佛所在的地方，希望能
夠聆聽佛法。因此，彌勒佛就對儴佉王解說佛法教
義，佛所說法，從初時開始，經過中間到最後三個時
段的三善教化，其教理有很深的意義，皆在演說善味
正法。轉輪聖王聽聞佛法以後，回去就立太子為當
來之王，把很多珍貴的珠寶贈給為他剃頭的髮師，並
把各種寶物送給各位修行者，然後把八萬四千眾生，
帶到佛所在之處，向佛請求出家精勤修習，做彌勒弟
子，轉輪聖王所帶來的這些人在彌勒佛的教導下，都
如願以償修成正道，獲得阿羅漢果位。
是時，修梵摩大長者，聞彌勒已成佛道，將八萬
四千梵志之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得羅漢果。唯修
梵摩一人，斷三結使，必盡苦際。
修梵摩大臣，是雞頭城大家尊敬的長輩，他是彌
勒菩薩的父親，這時，也聽說彌勒已經修成佛道，就
帶領著八萬四千位修過清淨無欲之行的婆羅門及部份
出家修行者，來到彌勒佛所在的地方，向彌勒佛示意
要出家，希望成為修習佛道的出家人，這些眾生都得
佛成全，修成正道，證悟阿羅漢果。只有修梵摩長者
一人，斷滅了三種使身心受到束縛的煩惱結使。所謂
三結使即是：（1）見結：錯誤的看法之我見。（2）

戒取結：錯誤的修持戒規。（3）疑結：對佛法心存
疑惑。由於修梵摩長者斷除了這三種煩惱結使，脫離
了最終的苦果，所以證得須陀洹初果。須陀洹名為入
流，入流就是初入聖人之流。
是時，佛母梵摩越，復將八萬四千綵女之眾，往
至佛所，求作沙門，爾時，諸女盡得羅漢。唯有梵摩
越一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
彌勒佛的母親梵摩越，即是大長者修梵摩的夫
人，也帶領八萬四千女侍來到彌勒佛所在的地方，求
佛為她們剃度，出家成比丘尼，皈依彌勒佛，在佛的
教習下，也都證得羅漢果位。佛法平等，無有高下，
無有性別之分，這要感激阿難尊者向佛陀的建言。只
有梵摩越夫人一人和彌勒的父親修梵摩長者一樣，
斷滅了三種使身心受到束縛的煩惱結使，證得須陀洹
果，初入聖人之流。
爾時，諸剎利婦，聞彌勒如來出現世間成等正
覺，數千萬眾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各各
生心求作沙門，出家學道，或有越次取證，或不取證
者。
這時，很多出身於剎帝利種性的王親貴族家屬婦
女們（印度有四姓階級。1.婆羅門：是古印度的宗教
徒，具有最高的權威。2.剎帝利：是王族。3.吠舍：
一般農、工、商階級。4.首陀羅：奴隸），聽說彌勒
佛已經出現於世間，並且已經在龍華樹下修成佛道，
證得真正平等覺知一切真理之無上智慧之無上正等正
覺（就像八月十五日的月亮圓滿無缺一樣），都擁到
佛所在的地方，數以千萬計的信眾，紛紛在佛前，以
自己的頭面叩於佛的雙足，向佛表示最崇高的禮敬。
稽首禮畢之後，他們在佛的一邊坐下來，看著佛端坐
紫金蓮，毫光照大千，每個人各自內心都生出了想要
出家作沙門，希望成為佛的弟子，學道渡化有緣，吾
佛慈悲，最後她們都如願出家，一起修習佛道如姊妹
一般。在修道過程裡，有的人根基好智慧高修得較高
的果位，有的人一時無法馬上越過低級階段，證得較
高的果位。為什麼這些人不能證得較高的果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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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詠鳳
杜梅瑞講師與大家分享課題：般若的見性生
慧。請教大家何以要見性？見性有何重要呢？為什
麼點傳師願意千里迢迢來傳道、點道？只因此乃
一貫道殊勝之「一指見性」。如果不能見性，心
性永遠於煩惱中打滾，就會沉淪於六道。傳授三
寶，這是一貫道的性理真傳，讓千千萬萬人扶搖直
上……。在彌勒祖師攝受、諸天仙佛護法之下，明
師開啟靈性智慧竅門，讓我們光明本性予以明性復
初，馬上開悟，令我們不再迷昩。見性是已經找到
了人生正確的目標，其中具備兩個條件：「覺」和
「明」。覺者是佛，明即明心見性，明證我本心、
本性。心是主人，良心，天良主宰，善念直躍天
堂。迷者是眾生，周旋於酒、色、財、氣，徘徊在
十字路口，像走馬花燈般轉個不停……致而惡念頻
頻，墮落地獄。
遵循師母慈諭：恆常把我們的意念輕輕扣提
在玄關處「守玄」，念念觀照光明自性。道場鼓勵
大家參班研討道理，幫助我們產生正面能量，常持
正念，不執著、不著相，慎心物於隱微；善念常常
生，慧命永流長。否則，迷於心性的眾生，一不小
心萌惡念，就要輪迴受苦，何等之悲悽！六祖：若
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一貫道乃是頓教，藉此杜講
師闡述漢亭候關雲長的一段可歌可泣事蹟。只在一
霎那間關公頓即對生命真理的領「悟」，亦成為我
們的護法神，求得真道。六祖：菩提般若之智，世
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但於自心常
起「正見」，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正見是不
顛倒，邪見則是誤「假」當「真」，以「非」為
「是」。不正曰邪，眾生迷惘心性，就會顛倒、妄
想……都是後天心。我們必須留意堅持正見，遵守
社會法則，內圓外方，謹記「三無」：無我、無
私、無邪念。憑此「般若」養吾浩然正氣，安渡著
實質無華生活，心靈將會永遠清靜。
煩惱塵勞不能染。人之煩惱都不外是：貪、
瞋、痴、愛、嫉妒、諂曲、誑妄、驕慢……等等，
負面毛病所引致。每當業力顯現時候，心湖泛漣
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無論如何一定得把心安
頓予以平靜下來，讓那純潔大氣足以滌濾心靈的污
濁，破除心的迷惑，打開「悟」的心扉，明白到什
麼是正道……心無一物，絕不揚波作浪，遂之，將
是隨遇而安。《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清靜經》云：「不著萬物」。在在瞭解到
罪魁禍首皆是「心」的作用而已。例如：同樣是
水，液態會流淌，固態會結晶，氣化會升騰。直心
是道場，點亮心燈，平靜每一心念。事來則應，事
去則靜，如同：風過疏竹，竹不留聲；雁渡寒潭，
潭不留影。
獻上修道方針：「感恩、佈德、反省、懺悔、
改過、知足」。用透徹的觀察力，絕妙的領悟力，
心性瞭解諸法真象，及契合真理的正確認識。在學
道、修道、講道、辦道上，樂意履行本份職責與任
務，以功德化解屢屢業力牽纒。「轉念、轉境」要
在格除心物、身物上用功夫。俗語說：「山不轉路
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外境不轉時，心
念一轉，便豁然開朗。不容輕忽的學以致用：一、
平常心；二、常心平；三、心常平。對修道而言，
恰有無窮助益！
謹記老前人慈語：「提起您的光明念頭，來
照耀您的生命。提起您的空靈觀念，來超越您的生
活。提起您的喜悅心情，來洗去煩惱塵埃。」無形
中，圓融我們的心性，修至達本還源。虛心學習老
祖師示現的豁達大度、樂觀情懷、慈愛形象、教化
世人。覺悟往昔對人生執妄的沉迷，找到了心靈的
棲泊歸依處，確認了生命的真實和永恆屬性。期待
大家趁著大好年華，深入般若，認真體悟，開悟智
慧，體悟其殊勝真義。最後願我同修共勉：「心田
不生無明草，覺苑常開智慧花。」
陳點傳師賜導：河南古都開寶寺前，掛著對
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四大本空，五蘊非
有。人是由水、火、風、土四大假合組成。人的生
命，像水一樣流逝，都難躲開，生、老、病、死。
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應當用大
智慧破解此五蘊之煩惱。般若是prajna的梵文音
譯，般若雖然被解作智慧，但非一般理解或辨識能
力的世間智慧。人生如苦海，勸諭大家勤奮修道，
離苦得樂，順利上岸。「彼岸」是指得到解脫開悟
的另一端，是沒有罣礙的涅槃境界，活在那裡的
人，是得到生命最高真理的覺悟者，我們尊稱祂為
「佛」！而「此岸」則是凡人錯看生命實相的這一
端，乃輪迴生死，充滿煩惱的迷惘世界。唯有堅心
修道，始終如一，才能到達彼岸，了脫生死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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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隨因緣、渡化眾生

詠鳳

郭詩永 點傳師
陳正夫點傳師常常教導後學的點傳師和辦事員們：
我們的修辦因緣和使命在美國，要常常思考如何將道傳
給美國的洋人，美國的道務傳承，需要點傳師和辦事員
們的用心安排。
美國全真道院的一貫道義網路英文班，已經超過
十多年的歷史，每週日都有數十人從外地上網，電腦連
線後在網上參班。也會有學員坐飛機來全真道院求道，
也有學員要求點傳師安排到外州去辦道。每當有外州的
洋人發心想求道，陳點傳師都很願意促成他們的心願。
但是美國幅員廣大，外州的人想來洛杉磯的美國全真道
院，開車太遠太遠，需要搭飛機才能成行，但不是每個
人都可以搭飛機到洛杉磯求道。點傳師搭飛機到外州開
荒辦道也很好，雖然時間和成本都很高，但這是道務傳
承必要的開始。
美國全真道院的英文道義班
林信价講師自從1998 年起，即在美國全真道院主
持英文道義班，並且每個月都要寫一篇英文道義的文
章，刊在《美國全真通訊》。林信价講師在同年設立
英文道義網站www.TrueTao.org，以方便英文道義的傳
播，希望可以廣度有緣。英文道義網站設立以後，時常
會有洛杉磯附近的洋人來訪道，也有人訪道以後立愿求
道。外州的人想來洛杉磯的美國全真道院開車太遠，必
須要搭飛機才能成行。西元2004年Bill Bunting 在英文
道義網站了解求道的殊勝，遠從美國的印地安那州，坐
飛機三千公里到洛杉磯的美國全真道院求道，讓我們很
感動。
印地安那州全一佛堂開壇，英文道義班發展成為網
路英文班的因緣
Bill Bunting 求道一年以後，於西元2005年在美國
印地安那州開設「全一佛堂」。開壇時點傳師要求他，
修道一定要參班，並要求他設立「網路英文班」，在每
週日和洛杉磯的林信价講師的英文道義班網路連線。從
此以後Bill Bunting即在每個週日上網連線，一方面參班
學習，一方面也擔任講師，每次開班講道25分鐘。十二
年來，不曾間斷。週日的網路英文班也從兩人連線，陸
陸續續有新人加入，如今每週開班都有數十人從世界各
地連線進來參班。後來有道親發心，將開班情形錄影並
放到youtube.com上面，所以開班以後也可以上網看重
播。
印地安那州道務的開展
全一佛堂的壇主學習講道，也積極渡人，目前我
們全真道院在美國中北部的印地安那州有三間家庭佛
堂：全一佛堂（Bill Bunting），全志佛堂（Nathaniel
Girrens），和全安佛堂（Andrew Vertrees）。印地安那

州的壇主們曾經問點傳師：我們在印地安那州如何可以
有一個公共佛堂，讓道親可以參班、修辦道？點傳師告
訴他們：只要你們誠心渡人，有了十多位道親願意發心
護持道務，公共佛堂的設立就很容易了。
洛杉磯全昌佛堂開壇的因緣
Edward Monaghan夫婦透過網路認識一貫道，2005
年一同在美國全真道院求道。加州洛杉磯大學的教授
Edward 夫婦倆人習武並設立武術館數十年，他們深深覺
得武術在追求心靈的平靜，更要重視武德。十年的参班
學習，Edward夫婦在 2014年立願開壇，在自己的武術
館內設立「全昌佛堂」。點傳師要求他開壇後要學習講
道，所以Edward 開始學習每週在網路英文班分享修道心
得25分鐘。
西雅圖廣悟佛堂的辦道因緣
Daniel Campbell （丹尼爾‧坎柏）是美國東南部
人，高中畢業後即離開家，一個人到外地打工，常常心
中覺得空虛，所以上網找到美國全真道院的英文網站，
常常在週日就上網連線，參加週日英文道義班的課程。
十年之中換了好多工作，也搬家好幾次家，但是參加週
日英文道義班的課程，十年以來一直持續，沒有中斷。
三年前搬到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在一家
大連鎖商店上班。
十年來常常聽林信价講師說「得道的好處」，心中
很想求道。也數次向林信价講師表達求道的意願，很希
望有機會可以在西雅圖求道。林信价講師向陳點傳師報
告英文班道親的期待，陳點傳師很快的連絡西雅圖廣悟
佛堂的壇主，安排辦道事宜。
Daniel Campbell知道點傳師可以安排到西雅圖辦
道，非常歡喜，發愿開始吃齋，並且邀請他的女朋友把
握機會一起來求道。Daniel Campbell在求道當天，不僅
擔任他女朋友的引師，還在當日立清口愿。
Werku Demisse （瓦庫‧德彌斯）在美國海軍退
役後，常常心中覺得很苦悶。他的父親生病以後，有失
智症，被他的母親關在地下室。當他每次回家，看到父
親不僅是吃穿不好，更是沒有行動的自由，還常常被他
的母親虐待、又打又罵，心中很痛苦，常常苦思生命
的真諦，不知道要如何幫助自己的父母親，才可以得到
解脫。所以上網找到美國全真道院的英文網站，常常在
週日就上網連線，參加週日英文道義班的課程已經四年
了。聽林信价講師說「得道的好處」，心中很想求道，
也向林信价講師表達求道的意願。
Werku Demisse知道點傳師可以安排到西雅圖辦
道，非常歡喜，並且邀請他的兩位退伍軍人朋友，把握
機會一起來求道。Werku Demisse在求道以後，當天也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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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他朋友的引師。Werku Demisse說：「期待很久，今
天可以得道，很感恩、很感動，內心充滿了歡喜。」
在 美 國 有 很 多 人 像 D a n i e l C a m p b e l l 和 We r k u
Demisse一般，需要道的指引，需要道的啟發，需要心靈
的安慰，需要開發生命的妙智慧。張老前人囑咐我們：
各隨因緣、渡化眾生。我們要如何來幫助想要得道的
人？
美國道務的傳承和期待
道務的傳承，首先要有一群誠心的修道人和發心
的辦事員，還要有可以讓道親來參班、修辦道的公共佛
堂。美國幅員廣大，如果將美國分成六等分：美西北
部、美西南部 、美中北部、美中南部、 美東北部、美
東南部。
基礎忠恕在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和洛杉磯都有道
院。道親們可以就近參班和修辦道。美國的中北部有印
第安納州的三間佛堂，希望可以加快渡人的腳步，很快
可以成立公共佛堂。

美國的西北部有西雅圖的廣悟佛堂為基礎，可以繼
續渡人辦道，擴大道親的基礎。希望在西雅圖市可以有
十多位道親願意發心護持道務，有機會可以成立公共佛
堂。
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全真道院可以到美中
南部辦道（德州已經有洋人申請要求道），可以到美國
東北部辦道（紐約州已經有洋人申請要求道），可以到
美國東南部辦道，在每一個地區都可以聚集十多位道親
願意發心護持道務，都可以有一個公共佛堂。
後記
廣悟佛堂於1995年在加州的矽谷由楊碧珍老點傳師
去開壇。壇主鄭勝文、王素月夫婦十年前搬家到美國西
北部的西雅圖市定居。2008楊老點傳師生病期間，王素
月壇主特別從西雅圖坐飛機到洛杉磯，照顧楊老點傳師
十多天。陳點傳師知道西雅圖市有洋人想求道，商請廣
悟佛堂的壇主安排辦道事宜，鄭勝文、王素月夫婦很歡
喜的承擔起這個使命。廣悟佛堂的壇主在辦道後，也寫
有一篇《廣悟佛堂辦道記 》的心得記錄。

美國華盛頓州Bothell廣悟佛堂辦道記
2017年6月18日(農曆丁酉年五月二十四日)，對於
廣悟佛堂是一個重大的日子，這天廣悟佛堂再次辦道
了。因為很慚愧的是，廣悟佛堂已經有一段時間未曾辦
道了。感謝天恩師德，以及在許多前賢的幫助下，這天
終於改變了這個狀況。
在美國洛杉磯全真道院陳正夫點傳師和郭詩永點傳
師的慈悲，以及林信价講師(Derek Lin)和吳鑌娟講師
(Janice Wu)兩位學長的努力之下，廣悟佛堂迎來了盼望
已久的辦道。此外，當然更要感謝兩位助道和六位求道
的美國新、老道親。
兩位前來助道的學長是Frank Lloyd(乾)和Carmen
Cejudo(坤)。他們都是求道好幾年的道親，也曾經參加
過台灣訪道團，參訪了數個道場。他們對於那次美好的
訪道經歷，津津樂道。對於各地道場的蓬勃、道親的熱
忱，更是印象深刻。
這次求道的新道親是Daniel Campbell(乾), Amber
Siereveld(坤), Werku Demisse(乾), Elijah Ali(乾),
Denise Ballard(坤), 還有Nicholas Jenkins(乾)等六位。
其中Daniel和Werku都參加了林信价講師的線上道學班，
學習後法喜充滿。對於這次求道的難得機會，Daniel特
地帶來了女朋友Amber；Werku也帶了他兩位以前的軍中
同僚Elijah和Denise來求道。而Nicholas則是由廣悟佛堂
的鄭凱琳學長引進道場的。
當天九點，兩位點傳師率先到達佛堂，填寫所需表
格和求道卡，以及準備檀香、八卦爐等辦道用品。十點
前後，其他人員也陸續抵達。在點傳師安排下，大家一
起圍坐，讓新道親說明求道因緣。特別是Daniel學長，

鄭勝文 壇主

在線上學習後，不僅有求道的願望，也有清口茹素的念
頭。由於他在農場長大，家中禽畜眾多，雖自小葷食自
是平常；但因知道素食對修道的好處，求道當天一來便
自己要求清口。
約莫十時半後，便起八卦爐，開始獻供請壇辦道，
儀式在莊嚴肅穆之中進行著。求道共六眾：四乾二坤，
本可兩輪點道即可。但點傳師念在Werku誠心帶領兩位朋
友Elijah和Denise前來，特別指示讓Werku在第一輪辦道
後，在第二輪和第三輪辦道中，做為Elijah和Denise的引
師。這在辦道中也是少見的，即當下是新求道人，也能
立即成就他人，馬上成為引師。求道禮後，便接著進行
Daniel的清口當愿。Daniel事後說，當愿儀式當下，有股
暖流從頭往下，流遍全身，非常舒服。當愿前的些許疑
慮感，完全消失，讓他非常感恩祖師仙佛的慈悲。
求道後的三寶講解是由Carmen學長慈悲。她深入淺
出的講解，讓新道親們對三寶的寶貴和如何使用有初步
的了解。整個儀式在三寶講解後，正式結束。
此時已經過午，大家便共進午餐。當天的午餐是由
王素月學長所準備的。她事前為當日13人的午餐的菜單
絞盡腦汁，以及從辦道日的前一天便開始忙碌準備，非
常辛苦。大家都說素食午餐清爽可口，有些新道親更要
求打包剩菜，王學長也有求必應，賓主盡歡。
雖然6月18日當天在本地是多雲偏涼的天氣，但佛
堂裡面大家熱情洋溢，在進餐中盡情交談，宛如多年好
友。下午二時左右，大家在歡樂氣氛中珍重道別，劃下
句點。感謝天恩師德，祖師鴻慈，以及許多前賢的努力
下，讓廣悟佛堂這次辦道能順利圓滿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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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d Rat
Chuang Tzu’s friend, Hui Tzu, had become the Minister in
the Kingdom of Liang. He hadn’t been in touch for quite some
time, possibly due to his many duties and busy schedule, so
Chuang Tzu thought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for him to pay his
friend a visit.
Upon hearing about this, one Hui Tzu’s advisors went
to see him. The advisor said: “Your Excellency, have you
considered the possibility that perhaps Chuang Tzu is coming
here to take over your position as the Minister?”
This notion made Hui Tzu rather anxious, so he ordered his
people to search for Chuang Tzu throughout the land of Liang.
They looked for three days and three nights, but came up with
nothing — because Chuang Tzu hadn’t arrived yet.
Chuang Tzu showed up eventually. Right away, he sensed
a certain tension in the air. Hui Tzu did not seem happy to see
an old friend at all. It was a bit strange — he appeared to be on
guard, but also aggressive and confrontational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long, Chuang Tzu figured out what was really going on.
Chuang Tzu said to Hui Tzu: “There is a kind of bird
similar to the phoenix, called Yuanchu. Have you heard of
it? For its migration flight, the Yuanchu bird travels from the
Southern Sea to the Northern Sea. When it is tired, it rests
only on the firmiana tree. When it is hungry, it eats only tender
bamboo shoots. When it is thirsty, it drinks only pure stream
water.
“One day, there was an owl who found the rotting carcass
of a rat. It was about to feast on the carcass when it saw the
Yuanchu bird flying overhead. Alarmed, the owl immediately
took action to protect its meal. It held onto the dead rat and
squawked with all its might, trying to scare away the intruder.
So, my old friend...are you now holding on to Liang... and
trying to scare me away?”
The Tao
Chuang Tzu and Hui Tzu started out as friends, with
similar attitudes about life. As time went on, they began to
grow apart. This was because Chuang Tzu studi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ao, while Hui Tzu studied in order to attain a
higher position.
At first, Chuang Tzu was not awar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becau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o tends to be gradual
and subtle. It did not occur to him that his visit might be
misconstrued as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 renewal of an old
friendship.

By Derek Lin

This kind of divergence can happen to you too. As your
path on the Tao unfolds, you may not be aware of how much
your thinking has changed. It seems like everyone around you
hasn’t changed all that much, so you must also be basically the
same, right?
Not quite. When you cultivate the Tao properly, it gives
you new ways to look at everything. You can observe the world
with a deeper perception and appreciation. You notice everyday
things take on new meaning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You see
what others cannot see, and feel what others cannot feel.
Chuang Tzu compared this state of being to the rare and
beautiful Yuanchu bird. The migration flight of the Yuanchu
is the journey of the Tao cultivator. When you are on such
a journey, your life is filled with purpose and meaning.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and how to get there. This alone
differentiates you from those who used to be your peers.
Just as the Yuanchu found rest in the firmiana tree, you find
spiritual restoration in the Tao. Others may be puzzled about
this. They may not see the point of practices like meditation,
reflection and contemplation. Why waste your time in quiet
solitude?
The bamboo shoots and pure water for the Yuanchu bird
are like spiritual sustenance for you. It feeds your soul so
you can continue your journey. It’s nothing like the monetary
gains or social prestige that feed others, the way that being the
Minister feeds Hui Tzu’s ego.
You ar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problems that wealth and
power can bring. You have seen how people obsess over them
as if they are the most desirable things in the world. You know
that desirability is an illusion, and behind it is a reality not so
different from a dead rat.
Let this story be a cautionary note. You may have changed,
but the world has not. Your path in life may be beautifully clear
to you, but it may be incomprehensible to others. They may be
on guard or defensive against you as you approach. They may
think you are out to “get” them, when the things they hold dear
actually mean nothing to you.
When that happens, there is no need to feel upset. Realize
that the hostility you encounter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owl
squawking at the Yuanchu. If you try to explain, the owl will
only get crazier and even more desperate to protect its property.
Your best option would be to ignore it. Continue your flight
toward your destination.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09/03/2017
09/10/2017
09/17/2017
09/24/2017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勞
工
節
長
假
克己反省: 羅 煥 瑜
賴科瑾 溫潔芳
快樂修道: 陳 彥 宏
李美鈴
陳靜嫻
深信因果: 羅 孟 軍
羅日成
賴科瑾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期
停
班
大
學 :郭詩永
一貫道義 : 陳 正 夫
健康養生 : 曾 戎 威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郭詩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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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幼兒班班程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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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3 ~ 09/09

期

輪值點傳師

郭詩永

09/10 ~ 09/16
徐翠妤

09/17 ~ 09/23
陳正夫

09/24 ~ 09/30
郭詩永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09/17/2017
09/10/2017
09/24/2017
坤
李良玉、黃文瑛 陳心詒、陳品蓉 溫潔芳、鄧昌蓮
乾
吳振龍、陳家棟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陳彥宏、羅有兆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長: 黃秀孟 組 員: 李良玉、陳心詒、陳品蓉
日

期

09/05/2017( 七月十五） 誠心修辦

講師：陳正夫 點傳師

班長：劉秀瓊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時時觀照

講師：郭詩永 點傳師

班長：容寶玲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天緣佛堂 09/20/2017(八月初一）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9/10/2017 09/17/2017 09/24/2017
林金珠
林勤娟

陳 敏
孫 賢

吳依筠
符美燕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09/10/2017
09/17/2017
09/24/2017

負 責 人
楊阿晟
李良玉
鄭末子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陳靜嫻
10/01/2017 余月華
史振英
余月華
10/08/2017
道
10/15/2017
溫潔芳
10/22/2017 陸 煒
10/29/2017 賴科瑾 陳靜嫻

道化人生
修道修心: 賴 科 瑾
眾和事興: 溫 潔 芳
親
法
般
若: 杜 梅 瑞
道化家庭: 溫 詠 鳳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郭詩永
彌勒真經: 陳 淑 敏
一貫道義: 陳 正 夫
辜添脩
會
性理心法: 黃 東 山
陳正夫
秋 季 大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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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 10/07

期

10/08 ~ 10/14
陳正夫

徐翠妤

輪值點傳師

10/15 ~ 10/21
郭詩永

10/29 ~ 11/04
陳正夫

10/22 ~ 10/28
徐翠妤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10/08/2017
10/01/20176
坤
余月華、林勤娟 符美燕、武詩竹
乾
羅日成、施萬方 陳柏叡、陳柏翰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長: 余月華

日

10/15/2017

期

10/22/2017

10/29/2017

陳靜嫻、龔麗虹 陳敏儀、陳秋媚 吳鑌娟、陸 煒
吳振龍、陳彥宏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陳卓逸、賴科瑾
組員: 陳靜嫻、林勤娟、龔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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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2017

六

陳秀珍

道劫並降：羅煥瑜

郭詩永

10/04/2017 (八月十五） 慈 心 不 殺

班長：施萬方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10/20/2017(九月初一） 清靜經心得 講師：陳淑敏 講 師 班長：鄧美燕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講師：陳正夫 點傳師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10/01/2017 10/08/2017 10/15/2017 10/22/2017 10/2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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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責 人
10/01/2017 楊阿晟
李良玉
10/08/2017
10/15/2017 鄭末子
10/22/2017 楊阿晟
李良玉
10/2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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