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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二）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法會因由分第一
佛說：一切法是從因緣和合而生的，沒有一項東
西能獨立存在的。我和一切法既是互相依賴的生存，
施慈悲恩惠給眾生，看起來像是為人，其實對自己有
著莫大的利益！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如是我聞：阿難尊者說，如此的法，我聽如來佛
親自說過。這是阿難尊者，為避免人家懷疑他把如來
說的話當做是他說的。這樣後世的人才有信心，而信
受奉行《金剛經》。這像四書裡常有「子曰」，就是
孔子所說的。
一時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在說此經的
時候，佛在舍衛國的國都舍衛城中的「祇樹給孤獨
園」，它是祇陀太子所布施的樹林叫「祇樹」，及孤
獨長者須達多所布施的「給孤獨園」。佛陀把兩位
大德的名字連接起來，把這道場稱為「祇樹給孤獨
園」，是如來講此《金剛經》的處所。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佛與有德行的大
阿羅漢一千二百五十個齊集，同處平等法會在金剛般
若無相道場。由六個高徒帶領他們的門下，一起來皈
依佛。即是舍利弗有一百個；三迦葉兄弟，有一位帶
五百個；另兩人各有二百五十個；目鍵連有一百個；
還有耶舍長者子帶來五十個。他們成為佛陀的常隨
眾。所謂比丘是出家人，中譯為「乞士」，白話文是
討飯的，不是討一口飯吃的飯，而是討一個永遠不生
不滅的精神食糧，也就是上乞法於佛以明真性而養慧
命，下乞食於眾生為人種福田而養性命。比丘也含有
破除諸煩惱，了脫生死，而能有所成就，得證果位。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 鉢 ，入舍衛大城乞
食。
爾時世尊，食時：當一切準備就緒佛陀要開始說
法、開示妙音的時候，卻正值世尊日中一餐的時間，
非時不食，以重戒律。佛有十個稱號，世尊是其中之
一，他是世人所共同尊重的人的意思。加上如來、供
應、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大夫，天人師共十個德號。

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佛雖是太子出家，
還是要以身作則。吃飯時間到了，就穿好他的袈裟，
拿著飯碗，到首都舍衛大城去化緣。依戒律，佛的弟
子不但不做飯也不耕種，因鋤頭一下去，泥土裡的生
命不知得死了多少。印度是熱帶，夏天蟲蟻格外的
多，隨便走路就會踩死很多生命，所以夏天開始結
夏，弟子們集中在一起修行、打坐不准出門，入秋天
涼之後才開始化緣。
著衣的用意在忍辱，持鉢的用意在戒食，乞食的
用意在教化眾生布施。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
鉢
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佛入了城，依秩序挨家挨
戶的化緣，不起分別心，富人窮人一樣，乞食不超過
七家，不貪口腹與妄著。不像須菩提喜歡到富貴人家
乞食，也不像大迦葉特別同情下層的貧苦社會，到貧
苦區去化緣。須菩提認為窮苦人家，自己的生活都難
以維持，那有多餘的去供養出家人，既使願意供養，
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們沒有糧食救濟他們，還要
去增加他們的負擔。反之，大迦葉認為出家的沙門，
守道行法，我們受人的供養是給他們增長福慧的機
會，我向貧窮者乞食，給他們種福田，免除其將來的
窮困。佛說真正的乞食法是不擇貧富，不分穢淨，嚴
肅威儀，次第行乞。
還至本處：是佛把飯端回自己的講堂，在規定的
地方吃飯。
飯食訖：飯吃完了，以顯戒律有序。
收衣鉢：再把衣服及碗都收起來，以示心無旁貸。
洗足已：打水洗腳，以利清淨身業。
敷座而坐：把自己打坐的位置舖好，便坐下來，
開始守玄打坐。
由這一段看來，《金剛經》是很平實的經典，會
使人覺得學佛要盡量做到佛的樣子才好，以身示道。
我們身為一貫道弟子，不但要知行合一，並要走入社
區，感化鄰居，敦親睦鄰，才不負天恩師德的教化與
期盼。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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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詠鳳

陳淑敏講師主講《清靜經》的結論篇：「上士
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我們中國社會老百姓從事於士、農、工、商。
習文的士民立於庶民之上，是重要份子，頗受尊
崇。其品德涵養、德行高低分為上士、下士。「上
士」是順天理，合人心，修身養性，深明大道，清
靜自然，其德行接近聖人，以天心為己心，以師志
為己志。上士仿似大道之化身，在社會上，把其本
份做好，毋必要去爭。「下士」摃高好勝，心胸狹
窄，患得患失，作繭自縛。品德高尚之士，有競競
業業之舉，無嘩眾取寵，儘管有所作為，卻不居功
自傲。然而下德之士有善行義舉，張而揚之，唯恐
天下不知，好強鬥勝是無德。
「上德」先天為純陽：
在儒家－－以遵崇仁、義、禮、智、信為
「德」；以忠恕為「行」。
在釋家－－以戒除殺、盜、淫、妄、酒為
「德」；以慈悲為「行」。
在道家－－以修煉金、木、水、火、土為
「德」；以感應為「行」。
德行全備，未染「後天」，篤定返「先天」，
本來自有，不假外求，故言「上德不德」。
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下德以染後
天，致五德漸失。執著之著：執為執抝，著為著
相。不信陰功又不明道德，致而種種固執不通，故
稱不明道德。上述幾句乃是修道原則，萬望同修們
謹記：大家參班研究道理，修行則是要在日常生活
上落實為佳。
人總貪名、貪利、貪權，致而不擇手段，往往
自以為是，有所企圖，排除異己。其實，處此俗世
中，「好爭」皆是凡人垢病，由於六根接觸六塵，
渲染相關所致。事起爭端，顯示其中必有貪妄存
在；雙方爭議，意見相左，智慧不見了，境界無法
提昇，釀成憾事幾許。執著於「有我相」－－我
的、我所……它將成輪迴癥結，真理不究，過錯累
累。我們要學習「無我」，乃修身養性的方法。修
養之目的是要合乎自然之規律，忘掉一切的時候，
卻得到了一切。執意去追求，反而會喪失；設法爭
取，但卻違背了自然規律，適得其反。其真正之最
高境界是卸去「對待」，如斯行為、舉止都已經與
「道」相合，方才自由、灑脫。

人要是把全部或大部份精力、心思都投入世俗
名利的追逐上，欲望積累愈來愈多。只要大家削減
世俗慾望，提高純真、樸實，拿自己的真心去奉獻
人間，世界之一切，將是處處遇生機，處處見愉
悅。尊敬的老前人所遵循的法則，就是畢生施恩濟
人而不去爭奪，迄今功德圓滿，道成天上，名留人
間，何等貴哉！聖人做事，完全依據大道的規律，
大道大德出於自然而然，全靠自身的條件和機緣。
我們做人，理應效法聖賢，應該順其自然去做。
「清靜」原是人之本來面目，放不下本身利
益，甚至要與人去爭、去鬥、去奪，一定會跳進矛
盾的圈子裡，受到矛盾制約，不得解脫，心有千千
結。
老子提出了「不爭」的概念，值得大家借鑒。
《清靜經》中所提到的道之本體：大道無形、大道
無情、大道無名。且舉「無情」為例：凡夫俗子，
有人形有人情，固此，在人群中生活得很拘束，疲
憊；智慧者誠則有人形，但卻無人情，儘管與人群
相接觸，此「無情」喻其大情大義，胸懷天下，有
了大目標，如斯甚麼小恩、小利對其而言，並沒有
任何誘惑力。既然沒有了凡人之名利糾結，便沒有
了人間之是非煩惱。
德是道之用
一、生育天地：行善不欲人知。行善不可瞻前
顧後，天地以善滋養萬物，君子以善滋養萬德。
二、運行日月：平等心、無私心、不偏袒，處
事應物，一視同仁。
三、長養萬物：是施恩不圖報。恰似偉大父
母，撫育子女，劬勞視為天職，何曾計較其付出的
一衣一食。
偏執是自取束縛，人慾之心，世俗難免，一旦
執著萬物牽引，即隨萬物起貪妄、苟求，沉溺酒、
色、財、氣，流浪生死的苦海，永失真道，深可嘆
哉。呼籲同修：去勤修煉、勵節操。邁上陽光大道
抑或是步下曲徑斜坡乃在於覺否？
《清靜經》是上乘心靈饗宴，十堂課已圓滿落
幕，仰祈人人能常清靜，家家和諧，社禝瑞祥，國
泰民安，世界大同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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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忍辱功夫

鳳

林達雄

什麼叫忍辱？忍辱就是對於別人的侮辱傷害，不
生瞋恨之心，不生氣、不怨恨，叫做忍辱。是犧牲
小我，成就大我的忍；是為了達成普度眾生，而委
屈自己。假如一個人沒有忍辱的功夫，則不能平心
靜氣；若不能平心靜氣，就離修行功夫甚遠了！
在大乘佛教中，「六度萬行」是修練成佛的重要
途徑。「六度」指六種修行的法門。而「萬行」則
是對六度的實踐。如能貫徹實踐，便能成佛。每種
法門均能去除一種特定的修行障礙。
一、佈施：指把自身所擁有或所知道的施予他
人。有財佈施，法佈施，無畏佈施。佈施能除去貪
慳。
二、持戒：恪守戒律 (如五戒，十戒) 等。持戒
能除去惡業。
三、忍辱：不把任何對自己的侮辱或攻擊放在心
上，坦然面對苦難，以及培養耐性。忍辱能除去瞋
恚、憤怒和怨恨。
四、精進：就是勤勞地修行。精進能除去懈怠。
五、禪定：心無雜念，不為俗物迷惑。禪定能除
去散亂。
六、智慧：增進對佛法的瞭解、增長智慧。智慧
能除去愚癡。
在行六度時，不能做有相佈施，不能懷有目
的 (例如：佈施不能以追求地位、福報、名譽為目
的)，這樣做成的功德方能稱為波羅蜜。
佛典有關「忍辱」的故事：
從前有一位菩薩示現為獼猴，不但孔武有力，聰
明智慧勝過所有的同輩，而且心懷慈悲，常常想去
救助眾生。這隻獼猴住在深山裡，有一天牠爬到樹
上採取野果，遠遠地看見有人墜落山谷底，在那裡
悲痛哀號求救，聽到那個人的哀號聲，心裡想，我
立下誓願要成就佛道，不就是為了拯救苦難的眾生
嗎？今天如果不把這個人救出來，他一定會死掉！
所以我應該想辦法下去谷底把他揹上來。於是牠進
入了谷底，揹著那個人，然後抓住崖壁上的雜草慢
慢地往上爬；爬上去之後，就把那個人放在平地
上，並且指示出去的道路。因為費盡力氣來救那人
脫困，所以非常疲憊地躺在地上休息。那個人心裡
想，當初我被困在山谷時，差點餓死，現在如果沒
吃東西也會餓死，這樣和困在谷底有什麼差別呢？
於是心中起了惡念，我應該把這隻猴子殺來吃，來
救自己的性命！於是他拿了一塊石頭，猛力地搥打

猴子的頭部；猴子立刻頭破血流，地上都染紅了鮮
血。獼猴受到突然而來的攻擊，驚嚇地從地上站了
起來，然後就跌靠在一棵大樹旁，心裡一點也不生
氣，反而同情他。獼猴心裡想，這個人不是我所能
度化的，希望他未來世能遇到諸佛，得到諸佛的教
化而得度，生生世世不再像這樣心懷惡念。那隻獼
猴就是因地而生的釋迦牟尼佛，受困山谷裡的人就
是提婆達多。佛說菩薩的忍辱波羅蜜不可思議，就
是要這樣修行忍辱。
在《釋迦牟尼佛傳》中，談到五百世修行中有一
世，釋迦牟尼佛坐在樹下修苦行，有一位追逐愛妾
的國王經過樹下，國王誤會修行的釋迦牟尼佛，竟
把釋迦牟尼佛的雙腳雙手全部斬斷。當時修行的釋
迦牟尼佛並沒有生氣和瞋怒，反而很溫和的對國王
說：「假如我得道，第一個就先度化你。」
忍辱功夫是六度萬行中很重要的一個修行法門。
俗話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事不忍， 即使
有再偉大的計劃、謀略和夢想，都會前功盡棄。
韓信少年時雖是沒落王孫子弟，但自小勤學兵法
韜略，胸懷大志，少年時有一次走在街上，有個屠
戶少年見他落魄，卻身形魁偉，腰挎寶劍，便攔街
挑釁道：「你果有膽量，就來殺我啊；沒膽子殺我
的話，就從我的胯下鑽過去吧。」韓信端詳了他片
刻，就真的從他的胯下鑽過去了。史書上稱「胯下
之辱」。有長遠目標和志向的韓信，不會為眼前的
小事魯莽行事。可見他是一個有著大忍之心的人、
能控制自己情緒和行為的人。後來韓信輔佐劉邦取
得天下，韓信被封為楚王，建都下邳。韓信到了下
邳，召見曾經侮辱過自己、讓自己從他胯下爬過去
的那個人，並任用他做了中尉，他告訴將相們說：
「這是位壯士。當侮辱我的時候，我難道不能殺死
他嗎？殺掉他沒有意義，所以我忍受了一時的侮辱
而成就了今天的功業。」韓信的胯下之辱。他忍下
了這口氣，終於成就了他幫助劉邦打下了漢朝天下
的豐功偉績。
《道德經》上說：「道法自然。」我們修行、
修道要效法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有稜有角的石頭，
在溪流中滾呀滾，最後都被滾成、磨成鵝卵石，稜
角盡失。這是自然界的逆來順受。我們為人也是一
樣，沒有求道前，也是有稜有角，到處不經意的傷
人。求道以後，開始修行，聽前賢大德的教誨，慢
慢的就把刺人的稜角磨平了，不再傷人，能夠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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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受，所以逆境是修行的助力，煩惱即是菩提。
沒有一種修行比忍辱更難修，修忍辱可以累積無
邊的功德。很多高僧大德，對於傷害他們的人，都
當作上師看待。
曼德拉領導南非革命，被抓。在獄中受盡折磨，
在他出獄之後就任總統時，他請了監禁他的獄卒為
總統就職典禮上的座上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說：「在這個世上寬恕比報復能成就更多事。」
有位師父很喜歡種蘭花，既可供佛，又能增進環
境的美麗，也可賞心悅目。有一天師父要出遠門，
吩咐徒弟小沙彌說要他照顧好蘭花，然後他就出門
去了。小師父也很專心的照顧，不過有一天他不小
心把蘭花打落，掉在地上，花碎了，心裡一直非常
惶恐不安。後來師父回來了，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
向師父請罪，結果出乎意料之外，師父非但沒責駡
他，反而安慰他說，花是用來供佛的，不是用來生
氣的。所以放開心胸，就不會生氣。
家庭和諧，要忍讓。真理是越辯越明，但是這道
理不適用於家庭，在家中要辯到清楚，吵架爭誰有
理，你可能吵贏，贏了理，但卻傷了情，吵多了，

最後就會走上離婚一途，所以在家中只能忍讓。
修道是為了找到自性的天堂，若在家中能忍，放
開心胸，互相忍讓，家即是個小天堂。若擴大到社
會、國家、世界，則這個社會、國家、世界便會是
個天堂。
布袋和尚示現人間，他的偈：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教我們低頭忍讓，凡事退一步。退一步也是前進
的一個方法。退一步則海闊天空。
在彌勒佛的廟，常有如下的對聯：
大肚能容，了卻人間多少事
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
大肚能容，忍世間難忍之事
笑口常開，笑天下可笑之人
以此和各位學長共勉之。

心空意靜
心要空，意要靜，
不為外物所擾，不為牽掛所動。
所謂 ──
心不可不虛，虛則義理來居。
心不可不實，實則物慾不入。
不動心可以達到仙佛的境界。
不動氣可以達到聖賢的領域。
是故：
多心自增掛慮，疑心自造困擾。
心念一起，百慾俱生；
志一動搖，萬事皆休。
所以，
你們要時常「關心」自己，才能「開心」。
「關心」：關閉一切邪念之心念。

活佛師尊慈語

「開心」：敞開一切正思惟之心扉。
關什麼心呢？
貪心，妄心，嗔心，痴心，
邪心，偏心，驕心，疑心。
開什麼心呢？
善心，誠心，正心，真心，
赤心，虛心，敬心，信心。
聖人求道在求心，
凡人求道在求神。
故不識本心，不能明心，
不識本性，不能見性。
如果不識本心，學道無益；
不明本性，學法無得。

美國全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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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ven Virtues of Water
The highest virtue resembles water. This is a concept
that many of us have come across in Tao cultivation,
but what does it mean? What exactly are the virtues
associated with water, and how do we emulate water to
have more of those virtues in our lives?
Lao Tzu provid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in chapter 8
of the Tao Te Ching. He lists seven specific and distinct
ways that water can be connected with virtues:
1. Dwelling with the right location
Water naturally flows to the lowest point in the
immediate vicinity. This can be the metaphor for a
humble person, because the arrogant person is quite the
opposite in always seeking the highest, most visible spot.
We can say that water embodies the Tao of humility. It’s
the natural kind of humility that never needs to be faked,
or forced — and exactly what we need to cultivate in
ourselves.
2. Feeling with great depth
Truly virtuous people are like deep pools of water.
Not everything about them is apparent at first glance.
They possess such remarkable depth of character that
it would take time to really know them. They are like
the sunken treasures deep beneath the waves. You may
not realize it at first, but if you explore your connection
with them, you will discover the treasures for yourself.
You may also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you wish to
cultivate the same depth in your own character.
3. Giving with great kindness
As a river flows across the land, it nurtures all living
things that it comes across. All the plants and animals
benefit from the water of the river, and once it has done
its work, water moves on without waiting for recognition
or praise. Compare this to how people often give with
strings attached, and we can see that water demonstrates
the higher virtue of unconditional kindness.
4. Speaking with great integrity
Water reflects its surroundings with perfect fidelity
when it is calm and undisturbed. In the same way, those
who study the Tao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flect the truth
with the same degree of accuracy. With peace and clarity
in the mind, they speak plainly and truthfully. They
exhibit an impeccable integrity that can be sensed by
others, thus winning the trust and respect from everyone.

by Derek Lin

5. Governing with great administration
Water administers to all equally. All benefit from
water regardless of who they are, because water passes
no judgment on anyone, and makes no selection based
on some preconceived values. Can we learn from water
in this regard? If so, we will naturally treat everyone we
come across with the same level of basic courtesy and
universal administration.
6. Handling with great capability
The great capability of water comes from great
versatility. As it flows toward its destination, it handles
all obstacles with the greatest of ease. It can flow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over or under without slowing down or
stopping. Also, water is not limited to its liquid form —
it can also be steam or ice, thereby offering even more
versatile flexibility in various applications.
7. Moving with great timing
Water has a heavenly sense of timing that manifests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season. Thus, summer rain never
falls in winter, and winter snow never falls in summer.
When nature is in balance, water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can occur in its
own time. When we emulate this, we become mindfully
aware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s at the right time.
Each of the above uses mental images to make the
teaching easier to remember and to practice. Together,
they are known as the Seven Virtues of Water. They
provide a blueprint for life, a set of practical guidelines
we can apply everyday.
When we follow these guidelines, we learn to
cultivate humility, depth of character, unconditional
kindness, impeccable integrity, universal administration,
versatile flexibility, and a sense of timing through
mindful awareness. All of this brings us closer to water,
which in turn brings us closer to the Tao.
The effect of this cultivation can be powerful. You
may find that tasks are quickly completed, problems are
easily solved, and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improve
dramatically. All of this is possible, indeed inevitable
— for Tao cultivators who hold to the Seven Virtues of
Water.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班

09/02/2018
09/09/2018
09/16/2018
09/23/2018
09/30/2018

長

史振英
李美鈴
羅日成
陸 煒

道寄韻律
溫潔芳
陳靜嫻
余月華
溫潔芳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勞 工 節 長 假 期 停 班
赤子之心: 陳 彥 宏
大
學: 郭 詩 永
三寶心法: 陳 淑 敏
自性自度: 黃 東 山
一貫道義: 陳 正 夫
遣慾心靜: 賴 科 瑾
健康養生: 曾 戎 威
止於至善: 羅 煥 瑜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郭詩永
辜添脩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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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規、禮節、學中文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09/02 ~ 09/08

期

徐翠妤

輪值點傳師

09/09 ~ 09/15
郭詩永

09/16 ~ 09/22
陳正夫

09/23 ~ 09/29
徐翠妤

09/30 ~ 10/06
郭詩永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09/16/2018
09/09/2018
陳心詒、陳品蓉 劉秀珠、譚覃光
羅日成、史振英 陳彥宏、施萬方

辦道前準備工作

天緣佛堂

09/23/2018
09/30/2018
孫 賢、符美燕 吳鑌娟、李嘉林
吳振龍、黃柏竣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組長: 黃秀孟

組員: 李良玉、陳心詒、陳品蓉

09/10/2018 (八月初一） 心 量 廣 大

講師：蘇秉財 講 師

班長：容寶玲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09/24/2018(八月十五） 不 犯 口 過

講師：譚覃光 講 師

班長：王素珠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9/09/2018 09/16/2018 09/23/2018 09/30/2018
陳靜嫻
阮氏幸

林金珠
林勤娟

武詩竹
張秀娟

符美燕
孫 賢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09/09/2018
09/16/2018
09/23/2018
09/30/2018

負 責 人
龔麗虹
楊阿晟
鄭末子
李良玉

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10/07/2018
10/14/2018
10/21/2018
10/28/2018

班

長

道寄韻律

呂柏欣
羅日成
譚覃光

道化人生
道
親
法
十條大願: 蔡 秋 鶴
道與家庭: 溫 詠 鳳
禮讓溝通: 溫 潔 芳

余月華
賴科瑾
陳靜嫻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會
般

若: 杜 梅 瑞
郭詩永
秋 季 大 典
彌勒法門: 林 宏 容
陳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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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規、禮節、學中文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10/07 ~ 10/13

期

輪值點傳師

10/14 ~ 10/20
徐翠妤

陳正夫

10/21 ~ 10/27
郭詩永

10/28 ~ 11/03
陳正夫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10/14/2018
10/07/2018
10/28/2018
10/21/2018
坤
陳靜嫻、余月華 呂柏欣、武詩竹 溫潔芳、黃文瑛 高子評、李蓓芙
乾
羅日成、賴科瑾 陳柏翰、陳柏叡 黃湧竣、吳振龍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長: 楊阿晟
組 員: 余月華、陳靜嫻、孫 賢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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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2018

六

陳秀珍

般 若：杜梅瑞

辜添脩

10/09/2018 (九月初一） 忍讓和睦

講師：羅孟軍 講 師

班長：吳玉萍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10/23/2018(九月十五） 常生智慧

講師：吳振龍 講 師

班長：史振英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櫃檯輪值表

10/07/2018 10/14/2018 10/21/2018 10/28/2018
林貞伶
陳彥宏

吳依筠
王素珠

黃文瑛
黃湧竣

陳靜嫻
阮氏幸

日 期
10/07/2018
10/14/2018
10/21/2018
10/28/2018

負 責 人
龔麗虹
楊阿晟
鄭末子
李良玉

美 國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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