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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彌勒上生經（二十）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作是觀者，若見一天人，見一蓮華，若一
念頃，稱彌勒名，此人除卻千二百劫生死之
罪。
有這樣觀想的人，他應當如同見到一位有
生命的天或人時，坐在一座蓮花座上，能於一
念之間，稱誦彌勒的名號，若遇到宿世有彌勒
佛願者，即時稱讚天時應運的天道，並攝受此
等人，使其修道度化有緣宣揚妙法，此人便能
除去一千二百劫生死之中所犯下的各種罪業。
但聞彌勒名，合掌恭敬，此人除卻五十劫
生死之罪。若有禮敬彌勒者，除卻百億劫生死
之罪。設不生天，未來世中，龍華菩提樹下，
亦得值遇發無上道心。
只要聽到彌勒菩薩的名號，恭敬發自內
心，並合掌，雖還沒有頂禮膜拜，憑著彌勒願
力，此人便能除去五十劫生死之中所犯下的各
種罪業。如果有進一步，以身心恭敬禮拜，便
能除去百億劫生死之中所犯下的各種罪業。如
果此人沒有往生兜率陀天的弘願，只要他今生
未造十罪業，也會在彌勒下生人間的未來世
中，亦得人身，佛於菩提樹下龍華會普度眾生
時，必定欣逢盛會，發無上正覺之道心，蒙彌
勒菩薩授記得度。
說是語時，無量大眾即從座起，頂禮佛
足，禮彌勒足，繞佛及彌勒菩薩百千匝。未得
道者，各發誓願：我等天人八部，今於佛前，
發誠實誓願，於未來世，值遇彌勒，捨此身
已，皆得上生兜率陀天。

當佛陀將未來世，彌勒菩薩放光接引眾生
普作歸依的因緣敘述後，無量虛空的一切眾生
都從座位站起來，以最誠敬的心，頭面頂禮佛
足與彌勒菩薩足，並圍繞著佛與彌勒菩薩有
百千遍之多，以示永久跟隨佛菩薩座下，聞法
修行。那些在會中未得道的大眾，都各自發了
如下的誓願說：我們這些天界和人界的有情眾
生、天龍八部、四眾弟子及凡夫等，現在當著
佛前，立下心中誠實的弘願，我們願意在末法
時期，彌勒掌天盤時，能夠以人身逢遇彌勒，
並歸依彌勒，捨棄此生後天的福報，扶助彌勒
成大道，希望我們此生命終之後，都能上生兜
率陀天彌勒內院，親近彌勒。
世尊記曰：汝等及未來世修福持戒，皆得
往生彌勒菩薩前，為彌勒菩薩之所攝受。
這時，佛陀聽了大眾所發的誓願後，為大
眾正式授記作證說：你們於未來世中，只要一
直修持諸福善業，受持禁戒，都能往生兜率陀
天彌勒菩薩前，得彌勒菩薩所攝受。
佛告優婆離：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
觀者，名為邪觀。
佛陀為度化當時未得道的眾生，於末法時
期能發心修行，告訴優婆離尊者說：如能以彌
勒菩薩為歸依者，稱念彌勒名，持戒修福，以
持觀法修行，就是正確的觀念與方法。如果捨
棄佛陀所說彌勒淨土殊勝法門的修行，而去修
其他的觀念與方法，那就是錯誤邪見與觀念。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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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溫詠鳳
陳淑敏講師詳析《清靜經》內文的四句精華：
「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作為第七堂課之內容：老子直指「道」是無形的
──「○」無極；一個終極之同時最原始的概念。
「道」生「一」，人是道生的道心、元神；「一」生
「二」，陰、陽有好，有壞，有善有惡；再生「四
相」：眼、耳、鼻、舌；化作「五行」：金、木、
水、火、土；相生「五臟」：心、肝、脾、肺、腎；
兩者都有應對關係人。要秉持「五常」：仁、義、
禮、智、信，正能量修行整個身、心在一協調中，得
到平衡和保養、氣血化源充足，泰然自得，心胸豁
達，「人」的氣符合「道」，天人合一，以浩然正氣
待人接物，對方肯定感應柔和、慈藹磁場。
天命完成後，歸根復命曰：轉法輪。奈何濁世凡
人，欲望太大，不諳此經道理，終生為名、為利，紙
醉金迷……就以「酒、色、財、氣」四個字而言，古
往今來的人，總是躲不開，所釀成的悲劇，可謂舉不
勝舉。凡夫俗子，沉淪於「七情」之內傷、「六欲」
之外感──「六」種煩惱之「根」本，造成魔鬼在心
內搗亂「人」的精神。把精、氣、神掏空，導致困、
苦、勞、頃，筋疲力盡……如斯墮落成魔，放縱，難
返理天。呼籲世人及早修，務必將六萬年來的滿佈
俗世、塵埃卸卻；尤其經過明師指點的道親，理應回
頭覺岸，利用種種修養功夫，把「六欲」化作「六
神」，揮金剛寶劍，斬斷情欲；六神正氣凜然，元神
作主，未來必證聖成佛。須知修道對身體健康是大有
關係的，「人」之情緒變化，精神狀況有其一定之影
響，稍有失衡，會引致消化不良，神疲力乏；固此避
免情緒波動的刺激和干擾，有必要留意性格、情操、
道德修養。凝聚精、氣、神，生活有節制的調適，尋
找生命、安頓之道是幸！
修道修心。老子、六祖同時說：「三界都是
虛假，一切唯心」──能有所「悟」，乃至上乘境
界。以下且作對照聖人慧語：（一）內觀其心，心無
其心→「無念」：慎重於念頭襲現；立即趕緊絕其
「念」，不分析是非，不鑽牛角尖，「念」起立即斷
滅之。（二）外觀其形，形無其形→「無相」：封閉

「六根、四相」；用智慧覺照，今日花兒美豔絕倫，
他朝凋謝飄搖似落英。（三）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無住」：大家所看到的東西，它是本來所有，都
是無性質的，本體皆「空」，莫執著，否則難以紓解
那心有千千結。凡人就如此，「內」迷著「空」，對
內在執著「空」，誤解不明何者為「真空」。「外」
迷著「相」，對外各種形、相、事物起執著、沉迷。
老子的哲學與真理從不脫離生活；道之根本原理是從
「無」能夠生出「有」來，我們每天日常都有真理，
都有「道」。例子：辦公室的「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室內使用的面積，指的正是「無」的
一部份，處處顯示「無」和「有」的關係：該有的應
該有，該無的應該無。
我們處此娑婆，用先天心處事應物，真誠向道，
本性良心作主，安分守己，就是「真常應物」。大家
勤反省，知錯能改；偶遇突發事、物侵襲，即刻「守
玄」。「玄關」即「真空」所在，處於靜態；或用三
寶之「口訣」，真常心自然流露，不再執著於「心、
性」以外的塵緣，專注守「一」，心境必臻坦然、明
朗，此為「真常得性」。面對外緣的一切境遇，能夠
從自心的深處調伏，不起妄想、貪念、嗔心……常常
如此的塵勞不沾，方纔是「常應常靜」。長此以往，
無論在精神、軀體層面，修身、養性，拓展「心、
智」的成長，開闊心胸，平衡心理，淡化看待事物，
能夠如此奮發、摯誠修道一分，「真常」就得一分。
修養是屬於內在的，主要於自身的這一顆圓陀陀之本
性，散發出寧靜致遠之感！真如之道，好比日和月那
般恆久、悠長，此乃「常清靜矣」！
透過這兩堂課，陳講師仰祈大家背誦、體會《清
靜經》的這四句經文：「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
常靜、常清靜矣」，它對於修行很有幫助。「內聖、
外王」要兩者兼顧；只修「內聖」，不實在；只修
「外王」，則不圓滿。一再強調：修道貴於行，而不
在於口說。謹此，叮嚀我道親：了悟真理，要腳踏實
地去「行」、去「做」，好好實踐必獲幸福。幸福的
生活，必須是寧靜的生活，惟有在寧靜的氣氛中，纔
能產生真正的歡樂。

2

詠鳳

美國全真通訊

3

道化人生

光明心地
光明心地就是光明我們的自性本心，首要在
行。我們的自性本是光明，為何又要去光明它呢？
一間房屋如果沒有窗戶，就不能流進新鮮空
氣，和照進和熙的陽光，因此將永遠是陰暗。一個
人如果不肯改過向善，是無法接受別人的忠告與真
理的啟示，那麼就沒有光明的行為，生命亦將呆滯
無望。所以，先去私心而後可以共公事，先平己見
而後可以聽人言。
要糾正錯誤的觀念，去除不良的行為，變化粗
野的氣質，必先置之死地而後生，先把自我粉碎無
存，經過十字架的痛苦，然後才有復活的生命。能
放下一切人我是非，自可超凡入聖。放下與存誠，
是入道的捷徑。看得破，認得真，才能擔天下之大
任，脫世間之韁鎖。
光明心地
心地需要光明，念頭不可暗昧。心體光明，
暗室中有青天；一個人的心地如果光明磊落，即使
立身在黑暗世界，也像站在萬里晴空之下一般。所
有外界的善惡、正邪、美醜等現象，實際上只不過
都是自己内心的反映。心善的人把惡也看作是善，
心正的人把邪也看作是正，心美的人把醜也看作是
美。而心地醜惡的人卻恰好相反，他盡把人家的善
行看作是惡意，把人家的正言看作是邪念。
我們的身體也放光
所以，佛與法身菩薩懂得了，他們安住常寂
滅光。寂滅光是自性本來是光的，自性本來有光。
這一些東西把我們自性的光明障礙住了，我們看不
見，可是佛菩薩能見到。自性光明叫常寂光。常：
永恆不斷，不生不滅，本來就是光明的。於是我們
就曉得，眼耳鼻舌身都放光，末那跟阿賴耶、意識
也放光。
**八識是一個佛教術語，識的分類法之一，
指的是每一個五根具足的有情眾生身上都有的：眼

羅煥瑜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以上合稱五識）、
意識、末那識及阿賴耶識。
**末那識，佛教術語，識的分類之一，為瑜伽
行唯識學派護法學系或法相唯識宗所說八識中的第
七識。具恆審思量之性，又稱我意識我主宰，為與
意識即第六識相區別，稱為末那識。
**阿賴耶識，又譯為阿梨耶識，也稱為一切種
子識、異熟識、阿陀那識即「持身識」之義，即是
第八識。
時時心地現光明
心地若能時時現光明，與人坦誠相待，則不必怖
畏人生道路有障礙，也無需擔憂别人是否不利自己。
佛性是寶藏
人人本有清淨純真的佛性，只因煩惱無明而遮
蔽了珍貴的寶藏。要學習經得起周圍人事的磨練而
心不動搖，並學習在動中保持心的寧靜。佛陀常教
導我們：要安分守己，守住清淨無為的心，讓心時
時寂靜。
光明解脫的正念
你看到自己的毛病，那看就是佛日之光明，那
毛病就是地獄之幽冥，光明一臨幽冥，幽冥界便成
光明境。心地柔軟是正念，心地堅強是正念，心地
開放是正念，心地自在安穩是正念，心地謙卑合於
本份是正念，心地無惱是正念，心地一惱即廻光返
照是正念，心地慈悲喜捨與一切好來好去是正念。
還有，最重要的是你我的心地要存在的都是正念。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內心的思考
一個人願意去面對自己生命責任的修行人，是
一個内心晴朗、心地明朗、生活開朗的人。走在人
生道路上，是一種傳遞積極、温暖、包容的人，一
個真正懂得規範自己生活的生命，並不是和大家分
離與區別，而是更自然地融入眾生的人。用自己的
信心，用柔和的語言，用内心的温暖，去傳遞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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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信念、樂觀的人生態度，讓心地的光明伴隨
生活，讓心地的美好展示在生活。
掃除了心地垃圾，清淨光明即現前
我們的心裡面有很多垃圾，像：貪心、嗔心、
痴心、慢心、疑心……心裡的垃圾多了，煩惱也多
了，人也就整天糊裡糊塗的。「掃地、掃地、掃心
地」，心地的垃圾掃乾淨，心也就清淨了。
修法暨修心
人在享福的时候，就是在使用自己的福分。人
只有在苦的时候，才會想到求菩薩，才會想到把心
來轉變。不要去貪圖很多的物質享受。「我現在這
麼苦，就應該好好修心。」很多人不明白，吃苦是
為了什麼，還要去找很多人問；然而參與道場的經
典研習，聽取前賢大德們講解修心、修法、修佛。
從中理解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每個人心中都有邪
惡，每個人心中都有矛盾、都有麻煩，因此要在研
習中學會調心、治心，不做壞事，多做功德，淨化
自己的心靈。
誠信名言警句
《楞嚴經》說：「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
平。」因為心地的險惡包藏在内心深處，使人無法
覺察到。這種巧詐陰險深密，連高山大河都無法超
越。例如：唐朝的李義府擔任參知政事，容貌温和
謙恭，和人說話必定面帶微笑，但内心卻是狡猾陰
險、妒忌刻薄，擅於設計陷害他人，當時的人都稱
他「笑中有刀」。
君子誠信
遇到欺騙狡詐的人，用真誠之心感動他；遇
到粗暴、乖張的人，用和藹的態度感化他；君子
養心，莫善於誠。心地純正，邪惡的人自然不能侵
擾。君子在悠閑逸樂的時間裡，考慮的是道義；小
人在悠閑逸樂的時間裡，想的卻是不正派的事。因
此君子行仁義之事，不求名不避寵。君子之心，似
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心坦蕩可解。
誠信名言
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採華名，不興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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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為人正直，就
將立於不敗之地。寧願正直地安貞守拙，也不可靠
邪門歪道謀取贏餘。君子的心地如水般淡泊純真，
感情能經受時間的考驗，因此心地純正，邪惡的人
自然不能侵擾。
尋回失落的自我
學聖、學道、學佛，不離己心，自心是真佛
也。心無住處者，不罣礙一切萬物，不住著善惡，
沒有陰陽、内外。天地造化之中，無空與不無空，
不住乾、不住坤、不住坎、不住離、没有任何的住
處，這個没有任何的住處，就是無住的心，就是禪
心，就是佛心，就是道心，就是聖賢菩薩之心。世
人應自修心，依道而行，勝誦千經萬典，因一切諸
法皆出自心而出，不混不雜。如能修好自心，佛與
眾生同，亦可成證佛道。
諸事是從心做，念是從心起，報也是從心得。
人生世間，最苦的莫過於心病，病在不知足，在相
互比較，在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須知不
滿足的心是最痛苦的心。人若常存善解心，便可結
歡喜緣，生歡喜心，縱使極複雜的煩惱，亦能從善
解中斷除。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緣到處閑。
心量狹小則多煩惱，心量廣大則智慧豐饒。在人事
歷練中不求聰明，但求智慧，智慧是人心最清淨、
最完美的一念，本性、智慧俱足，就能分辨人事體
會真理。
《大學》：「心物終無，則至性常皓，至性常
皓，即復性初。」心物若無，那麼我們的自性就非
常光明，光明就能照亮別人，有至誠的心，感應在
別人身上，別人也會受到感化，就能感化天下。自
性永遠光明，則可回到佛、菩薩之本來面目。
張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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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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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儀修行小偏方

(摘自王鳳儀嘉言錄)

～化 性 ～
人落在苦海裡，要是沒有會游泳的去
救，自己是很難出來的。因此。我立志要救人
的性命。
救人的命是一時的，還在因果裡；救人
的性，是永遠的，是一救萬古，永斷循環的。
救性是無形的，是萬劫不朽的。人性一
旦被救出，就如同離苦海，如登彼岸一般，永
不墮落。
人被事物所迷，往往認假為真，那叫看
不透，所以才會老是說別人的不對，喜歡生氣
上火，其實都是自己看不透。
如果能把世事給看透了，有時候自己想
起來都會笑呢！哪會跟別人生氣起衝突打架
呢？
我當初就是因為看到世上沒有一個好
人，所以我就生氣，氣得自己長了整整十二年
的瘡癆，差點沒把我給氣死。直到我三十五歲
那年正月去聽善書，才知道生氣是不對的。於
是對著老天狠狠的自責，沒想到十二年的瘡癆
一夜功夫就好了，立刻離開了地獄般的痛苦。
能知人的性，才能認識人；能知物的
性，才會利用物，這是和天接靈。
什麼樣的人就存什麼心，說什麼話，辦
什麼事。你要是看他不對就是不明他的道，你
一定會被他給氣著的。就像屎殼螂好推糞球，
黃皮子好吃小雞，爭貪的人好佔便宜。哪一界
的人，就辦那一界的事，所以說「都對」！
我受種種打擊，立志不生氣、不上火。
被人譏笑也不動性。氣火是兩個無常鬼，能把
它們降伏住，使火變為「金童」，氣變為「玉
女」，不受它們剋，那就是佛。
逆來的是德，我們都需要認識這個道
理，吃了虧不可說，這一定是人欠他的，若能
等到眾人都來替你抱屈時，你就長命了。若是
無故挨打受氣，他是自己有罪，受過氣了，就
算還清了債，之後還要感激他，要想：「若是
沒有他的打罵，我的罪何時能了？」

所以我說，小人也是有好處的，是用來
成就好人的，也算是從反面來幫助人；就像岳
飛是秦檜助成的，關公是曹操助成的，怎能不
感激他們呢？所以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從因果
中出來的。
如果碰上了拂逆事，還能夠樂哈哈地接
受，認為受苦是應該的，這因果不就了了嗎？
若是受不了，心裡含有怨氣，縱然這件事是過
去了，將來也必定還有拂逆的事會再度發生，
這正是因為「受而未了」的緣故。
凡是衝著你來的事，都是命裡早就有
的。
所以，遇著不如意的事、不對頭的人
時，都要能忍受。孔子在陳蔡絕糧，耶穌被釘
十字架，佛被割截肢體，祂們都不曾怨過人，
那才是真認命呢！真認命才能成道。
人會欺人，但天不會欺人；上天若要加
福給人，一定是從人的逆境中加上來的。所
以，如果遇上拂逆的事，自己立不住志，那就
半途而廢了。
金剛是最堅硬的東西，所以要立金剛
志。
愚鈍的人當受人污辱或被人斥責時，若
不認為是上天在加福於你反而生氣了，這金剛
就倒了；若明白事理的人喜歡和愚鈍的人生
氣，那金剛就炸了！不炸不倒，才能立住金剛
志。
「煉透人情，就是學問」，並且要在親
友中去煉，一旦煉成了，就不怕碰。這就像磚
瓦似的，煉透了就堅固，煉不透的如同磚坯
子，一見水就化了。
要想明德，必須性圓；要想性圓，必須
死心，能裝個活死人，性就化了。
捨錢不如捨身，捨身不如捨心，捨心不
如捨性。
人能捨掉稟性，就算得道。所以要教人
化性，是一救萬古、使之性靈不昩的事。

美國全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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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Sutra
The Pursuit of Huineng
Huineng had to run, but he had no idea which
way to go, so the Fifth Patriarch took him down the
mountain road. They arrived at the river, where they
boarded a small boat.
Huineng said: “Master, please be seated and
leave the rowing to me.”
The Fifth Patriarch said: “I should be the one to
ferry you across.”
Huineng replied: “Master, when I was lost, you
ferried me to the shore of enlightenment. Now that
I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I should be the one to
ferry myself from this point on.”
The Fifth Patriarch was delighted. “Yes, exactly!
I can see you will be the one to spread the dharma in
the future. Head south, and do not rush into the task
of establishing yourself. It will not be easy to get the
teaching started.”
They go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Huineng
said goodbye and started on his way. The Fifth
Patriarch returned to the temple, and for several days
did not come out of his room.
The disciples became concerned. They asked
him: “Master, are you feeling unwell?”
The Fifth Patriarch said: “I am fine. The robe, the
bowl and the dharma have gone to the south.”
This alarmed all of them. They pressed: “Master,
who inherited your mantle?”
The Fifth Patriarch said: “The one who
understands has received it.”
The disciples realized it had to be Huineng.
They were all outraged. How could this southern
barbarian steal the greatest honor from their temple?
Several hundred of the disciples banded together to
go after Huineng. This heinous crime would not go
unpunished!
The Tao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ferry” is du. It is
often used as a metaphor for helping others cultivate
their spirituality. The same character can still be used
for its original meaning, to take a passenger onboard
a ship across a body of water. Its meaning in a given
situation depends on the context.

By Derek Lin

The du metaphor is part of the overall picture in
eastern thought. Life is compared to ku hai, the ocean
of bitterness, because there is suffering everywhere,
and happiness always seems so brief and transient.
The truths taught by teachers such as the Buddha are
like a vessel that we can use to navigate this ocean.
Our goal is to sail for the land of enlightenment and
spiritual libera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exchange between Huineng
and the Fifth Patriarch made a lot of sense. Huineng
started out lost in the ocean of bitterness,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The Fifth Patriarch came to his rescue,
sailing the vessel of the Zen tradition. By teaching
the truth of the Diamond Sutra, it was as if the Fifth
Patriarch pulled him out of the water and ferried him
to his destination.
Having attained enlightenment, Huineng now
had a vessel of his own. It was now up to him to
continue on with his own voyage — to ferry himself
to the next destination. In that process, he would
come across many people lost at sea, and he would
help them just like the Fifth Patriarch helped him.
Not everyone wanted to be rescued, however.
The angry disciples did not think he “deserved”
to be in a position to ferry anyone. That position
was reserved for someone of a higher social class,
someone who came from a distant land and a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y moved toward Huineng,
not to be ferried, but to drag him down, back into the
ocean.
Think about how the above is reflective of our
world. Sometimes, we also see people who try to
tear someone down. Often, their resentment and
rage are directed at their target’s place of origin or
ethnic background. Keep this parallel in mind as we
continue to follow Huineng’s journey. There is much
we can learn from it: the danger of bigotry based on
superficial attributes, and the better way to live when
we look at the disciples as a counterexample — a
reminder of what not to do and how not to be.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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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日
期
09/04/2016
09/11/2016
09/18/2016
09/25/2016

班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勞
工
節
長
假
期
停
班
李良玉 賴科瑾 清 靜 無 為: 林 達 雄 彌 勒 真 經 : 陳 淑 敏
李美鈴 陳靜嫻 人 生 意 義: 羅 孟 軍 健 康 常 識 : 曾 戎 威
羅日成 余月華 格 物 致 知: 羅 煥 瑜 論
語 :吳鑌娟

點傳師賜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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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 ~ 09/10
郭詩永

期

輪值點傳師

09/11 ~ 09/17

09/18 ~ 09/24
陳正夫

徐翠妤

09/25 ~ 10/01
郭詩永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09/18/2016
09/11/2016
09/25/2016
坤
楊阿晟、李美鈴 高子評、張惠容 鄭淳溱、鄭淳優
乾
林達雄、史振英 陳卓逸、黃欽進 陳恩弘、黃家隆
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長: 黃秀孟 組員: 陳心詒、陳品蓉、鄭淳溱、鄭淳優
日

天緣佛堂

期

09/01/2016 (八月初一) 仙 佛 宏 願

講師：呂柏欣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林月慧

09/15/2016 ( 八月十五） 日 日 修 行

講師：羅孟軍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羅日成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9/11/2016
吳依筠
符美燕

09/18/2016

09/25/2016

武詩竹
史振英

林貞伶
陳秀珍

櫃檯輪值表
日 期
09/11/2016
09/18/2016
09/25/2016

負 責 人
鄭末子
楊阿晟
鄭末子

美 國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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