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是觀者，應持五戒、八齋、具足戒、身心精進，

不求斷結，修十善法，一一思維兜率陀天，上妙快樂。

這個修持的觀想，應守持五戒：(1)不殺生。(2)不
偷盜。(3)不邪淫。(4)不妄語。(5)不飲酒。也就是儒家

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八齋是五戒再加：(6)不塗脂粉、

不觀聽歌舞妓樂。(7)不睡臥高廣華麗床褥。(8)過午不

食。通過此八齋戒，能堅固修行佛道之心。具足戒是皈依

彌勒的出家者應守持的戒律：(1)比丘二百五十戒。(2)比
丘尼三百四十八戒。身心精進不放逸，不斷精進修行而不

懈怠，存慈悲利他之心，作種種利益眾生的善業。不求斷

結：過去單傳獨授，出家修行的人要斷除一切執著與無明

煩惱，才可以往生兜率淨土。現在皈依彌勒的天道眾生及

修十善業者，都可以帶業往生兜率陀天。修十善法就是要

去除十惡：即「身三」：殺生，偷盜、邪淫；「口四」：

妄語、惡口、綺語、兩舌；「意三」：貪欲，瞋恚、愚

痴。每一念頭都欣喜欲求上生兜率陀天微妙清淨的快樂淨

土，如此觀照才有上生之機緣。

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所以，有以上隨順正理觀行的修道人，才是正確的

觀念，並且要堅信只有一心皈依彌勒才能了脫生死。若不

信奉釋尊的教法，不皈依彌勒的修行者，那是不正確的觀

想與修持，就是邪觀。

爾時優婆離即從座起，整衣服頭面作禮，白佛言：

世尊！兜率陀天上，乃有如是極妙樂事。今此大士，何時

於閻浮提沒，生於彼天？

這個時候，優波離尊者聽釋尊開示兜率陀天彌勒淨

土的莊嚴清淨，及上生兜率陀天所應修行的法門，即從座

位起來，整理一下衣服，以頭面著地向釋尊禮敬，恭敬的

對釋尊說：世尊啊！兜率陀天上的彌勒淨土，有這種極淨

微妙歡樂的事，不但能見佛聞法，並且能普及一切眾生，

真是希有玄妙。那麼，請問釋尊，這位大士──彌勒菩

薩，將於什麼時候離開我們這個閻浮提世界（指地球），

往生那兜率陀天呢？

佛告優波離：彌勒先於波羅捺國劫波利村，波婆利

大婆羅門家生，卻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還本所生處，結

跏趺坐，如入滅定。

釋尊告訴優波離尊者：彌勒菩薩今生生於波羅奈國

劫波利村的一戶波羅門家。從今日起，十二年後的二月

十五日（指今已得授記，了卻生死，十二因緣）就要涅

槃。二月是陽春，萬物生長，江河盈滿，種諸善根；十五

日為月滿，象徵功果圓滿，彌勒預知時間已到，於涅槃前

返回到出生的地方，把雙足互疊起來而坐而化。彌勒入滅

後，先上生兜率陀天天佛院，度已往生者，將來再下生人

間，利樂人間成佛，授記由天佛院下生的芸芸眾生。彌勒

入滅後，如入禪定的不動不搖。

身紫金色，光明豔赫，如百千日，上至兜率陀天。

其身舍利如鑄金像，不動不搖。身圓光中，有首楞嚴三

昧、般若波羅蜜，字義炳然。時諸天人，尋即為起寶妙

塔，供應舍利。

這時他的身體放出紫金色的光芒，其明亮耀眼，光

彩奪目的赫赫豔光，如同百千個太陽之大放光明，此乃彌

勒以佛高超智慧之光，來破除眾生愚痴妄念。然後，便上

升至兜率陀天。他坐化時，遺留下來的身體的舍利外相，

好像一尊黃金鑄成一樣坐著不臥。全身舍利表示彌勒上

生兜率是以一佛教化眾生，不動不搖表示法身常在，本無

來去，本無生滅。在其由菩薩頂上發出的圓輪佛光中，可

以看到能破除各種煩惱魔障的健行三昩禪定和大智慧到彼

岸不可思議的法力。般若譯為智慧，波羅蜜譯為度或到彼

岸，合起來為度生死此岸而至涅槃彼岸的法船。義境能摧

伏一切煩惱，菩薩身雖入滅，守玄、智慧本來不滅，法身

不滅，永遠煥然，光耀顯著。故身雖入滅，而全身舍利猶

在，這時諸天人及四部弟子等眾生，很快地用無量珍寶而

建塔供養舍利金身，晨昏叩拜，以示將度人天無量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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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敏講師之第五堂課「清靜經」，乃是重溫上幾

堂課，作一回顧。老子認為人的心性本來是純潔、清

靜的，只是受到名利、物欲的引誘，失去了清靜心。

爭名奪利、貪圖物欲，於是產生了奸詐、巧偽之心，此

正是引起了社會動亂的根源。舉例：杯子是一個本體，

可以盛水、茶、果汁，功用很大。若它滿舖塵埃或泥土

掩蓋，致令辨認不出是個杯子；久而久之，自以為是塵

土，竟忘卻了原是有用的杯子。我們之本性源來自理

天，本質是清清靜靜的，靈性與佛相通，靈敏與天感

應。但是來塵世太久了，沾染了太多惡習、脾氣、毛

病……種種猶如泥巴塵埃，把我們遮蔽着，致而看不清

楚、也忘記了本來面目，到此世間有何功用？還自以為

是塵土之一部份，如斯隨風飄零於生死輪迴中。大家有

必要把杯子刷洗乾淨，恢復其功用。固此，大家必須把

自己的陋習、脾氣、毛病改掉，復見本來面目，將這有

用之軀來行功了愿，逹本還源。

世上許多人們以為只要吃素、參班就是修道。其

實，為著超生了死、脫離輪迴、免造業，吃齋是本份；

而參班之目的是開拓智慧，根據做人的道理，修一條符

合「道」之路，化人間為天堂。明瞭了真道之本體，才

曉得其偏、差究竟出錯在哪裡？找到其癥結所在，以免

誤入歧途。至於該如何給予修正？基於此，大家宜參究

經典，多讀經典可以替我們解決難題，選擇任何一部都

適宜，聖人挽救他人的靈性，不僅需要一顆善良的心，

兼之是智者的心，各家經典內容涵攝之精神和心性上的

挽救，顯然是相同的。

老子《清靜經》──本來就存在的「道」。道生天

地：道是「無」，卻又客觀存在著；道是「有」，卻又

不能感知它；道的普遍性與永恆，超越了時空而存在。

道無所不包，充滿「真理」散佈於天、地、物、人。人

之理性：本性、良心，根源於「無極」來自理天。老子

認為，人通過理性思惟去認知：學天、學地，喩指天地

自然運行的法則規律。事物總會變，但又不會亂變，變

化必有其固定規律的道理。即使天有窮、地有盡，此理

依然存在。無極是「空」、是「無」，就是清靜。老子

之所以傳此經，用意昭示人的本體是清靜，修道以恢復

本性、天性，達本還源，合於天地，行為與道合一。

人之不得清淨，主要來自「六根」的欲，一直向外

接觸、伸展，產生無窮「欲望」亦任由它牽絆着走，墮

落、輪迴！須知：飢而「欲」食，寒而「欲」衣，乃人

之本能。然而，在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也要節制，務

必考慮到我們永遠無權要求事事皆如我所願。讓視、

聽、言、食……等等，都限定在合理的範疇之內，不放

縱、不追求聲色犬馬之娛。否則超過自身條件而又無限

制的貪欲，妄作非為，誤己誤人，其後果之禍患可想而

知。

大家要如何在這不斷變化，日新月異的世界裡下決

心，真正把握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展現我們眼前的智

慧，凡事以符合道理之原則，即是：不要硬去做什麼，

亦不可拿自己扛不動的東西；勿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也

不是那種跟著感覺走的生活態度。反觀世上紛爭，無不

由貪欲所造成，而貪欲又無不找出種種藉口來強辯自己

行為有理。

老前人慈語：修道的必經三個歷程：

一、修練──糹部首，由於被後天心絲絲縷縷縛

纏，不得動彈，阻礙修行，鬆綁為宜。

二、修練──火部首，設法去掉無名火，俾令修養

成功。

三、修練──金部首，真金不懼紅爐火。經過了去

枷鎖，達致火候，鑄鍊成金剛不壞之身。

如是：一股清氣圍繞四周，頭頂閃爍朗朗青天光

環，與日月合而為一，明智地以「一」來「貫」通人生

「道」理。社會亂源在人心，克制自己私欲，纔能回到

「理天」的清淨。

陳講師闡釋虛空圖：「天」空之「外而形空」，

「人」空之「外而心空」，「地」空之「遠而物空」。

此承上文而言：掃三心，飛四相，外不知其形，內不

知其心，物無其物……外界產生許多慾望，包括「身」

物：陋習、脾氣、毛病。「心」物：貪、嗔、痴、愛、

疑，應該把它去除。寂無所寂者，言其大定，無人無

我，混混沌沌，一派先天矣！

道家觀「空」之道──「空」是指無念的心，「無

念」卸其雜念至無念就是恢復本性。佛家──無無

明，亦無無明盡。「心」無明行產生了「行動」就造

「業」。儒家──本性蘊含「五常」之德，實踐仁、

義、禮、智、信。道所內涵的不變規律，言行舉止流露

本性、良心即「見性」，顯然在外「知行合一」的功

夫，通過理性，存在僅有一顆真誠的向道心。

人要徹悟人生的終極「真理」，必須做到同宇宙大

自然的本體、本源相呼應，就要具備安祥、空寂心態。

謹記：上天老　賦予人類使命，淨化人心，倡導「道

德」生活，落實社會的智慧。互勉之。

天緣佛堂
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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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詠鳳

放下：放寬心胸，放下貪瞋痴，放下恨和痛

苦。承擔：負起重責大任。

一般人總希望得到，不希望失去，以執取為快

樂的來源，而不知，執取、執著其實是煩惱的根

本。人們常存著──「這是我的」──這種執著的

觀念，例如：我的子女、我的財產、我要名、我要

利……，擁有的愈多愈好。因為這個偏差的觀念，

就想佔有，就有爭執，因而產生煩惱、衝突。

您聽過北極熊的故事嗎？在北極圈裡，牠是沒

有什麼天敵的，但是聰明的愛斯基摩人，卻利用牠

的弱點，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捕到牠。他們把海豹

的血倒進一個水桶裡，用一把利刃插在血液中央，

因為氣溫很低，匕首就立即凝固在血中間，像一個

大冰棒，之後把冰棒丟在雪原上。北極熊有一個特

性：嗜血如命。牠的鼻子特別靈，可以在好幾公里

之外就嗅到血腥味，於是迅速趕來吃，開始舔起血

冰棒，舔著舔著，舌頭漸漸麻痺，但是太好吃了，

不願意放棄這樣的美食，忽然味道變好了，那是鮮

血，溫熱的血，於是牠越舔越起勁。原來那是牠自

己的血──匕首畫破了牠的舌頭，冒出來的血，但

是牠的舌頭早已麻木，所以沒有感覺，但是牠的鼻

子還很靈，知道是鮮血，加緊舔食，結果是，舌頭

傷的更深，失血更多。最後是北極熊失血過多，休

克暈了。愛斯基摩人不費吹灰之力，就輕鬆的捕獲

牠了。在生命中，如果我們堅持著錯誤的觀念和看

法的話，我們也很可能像這樣的一隻北極熊。對修

行人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我執，執著「我」，就

會有患得患失的心態，身心不得安定。放下，退一

步便海闊天空。

「放下」，在一般人看來似乎就是捨棄，就是

失去。事實上，能放下，心胸才會寬廣，才能承擔

重責大任。放下和承擔看似矛盾，但並非如此，只

有能放下的人，才能承擔更重大的責任。

創辦蘋果電腦的喬布斯就是個好例子。當蘋果

電腦成長後，他請了一個他以為在經營公司上很有

才幹的人來，在頭幾年那人確實做得不錯。可是他

們對未來的願景不同，最後只好分道揚鑣，而董事

會卻站在那人那邊，就這樣在30歲的時候，他創

辦的公司把他自己給解僱了。他失去了整個生活的

重心，在當時這真是致命的打擊。但是他說，回頭

來看，被蘋果電腦開除，竟是他所經歷過最好的事

情。成功的沉重，被從頭來過的輕鬆感所取代，讓

他重獲自由，進入這輩子最有創造力的時代。接

下來五年，他開了一家叫做 NeXT的公司，又開

一家叫做Pixar的公司，也跟後來他的太太談起了

戀愛。Pixar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動畫製作公司。然

後，蘋果電腦買下了NeXT，他又回到了蘋果，我

們在NeXT發展的技術成了蘋果電腦後來復興的核

心部份。他也結婚，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後來

創造了iMac, iPhone, ipad…。喬布斯放下了被解

僱的痛苦和失落，承起蘋果電腦的中興，成就為世

界最大的公司。

要放下才能承擔，捨棄才能獲得。放下貪嗔

痴，放下世俗的名利，放下痛苦和恨。

當我們恨別人時，別人痛苦嗎？別人不痛苦。

誰痛苦？是我們自己。這不是好傻嗎？所以要放

下。當我們的手中拿著一個東西時，我們所能擁

有的只是那一個東西而已；當我們放下手中的東西

時，宇宙都為我所擁有。所以，心中有「我」時，

只擁有一個個體，是有限的；心中「無我」時，生

命就圓融無礙，無所不包、無所不容。

現實生活中，有些人總是容不了別人，常常會

為一件小事而生氣一天、一個月、一年、甚至於一

輩子。受不了氣、容不下別人、不能吃虧、斤斤計

較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宰相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肚裡能撑船；海之所以

大，是因為它能容納百川。

「空」才能「有」，放下才能承擔，捨棄才能

獲得。心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放下是放下面

子，放下心裡的包袱，放下計較，才能承擔大任。

放棄心中的煩惱，把苦悶、貪婪、嗔怒加以清

理，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有活力，更加有朝氣。

當挫折、橫逆的境界來臨時，我們要積極地面對

它、承它，不要怨天尤人的謾罵。不管是逆境也

好，順境也罷，都是在考驗我們的修養，砥礪我們

的心性。碰到逆境，固然要忍耐，還要設法克服、

放下與承擔  林達雄

道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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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即使順境降臨，在身心歡愉時，更要注意內

斂。這樣才不致於因得意忘形而樂極生悲，徒增煩

惱。

超越順、逆境的方法是「放下」，放下對

「我」的執著。八風之所以會起作用，主要是因為

看不破我相。如果能夠放下我執，心境就能像明鏡

般「物來影現，物去鏡空」，在處事上要「事來心

起、事去心空」。承擔的態度就是這樣，境界來臨

了，不是逃避，而是迎向它！

《金剛經》上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應無所住」，就是要我們放下一切執著和成見，

拋棄一切迷妄和分別，才能心無掛礙、清淨自在。

「而生其心」，則是要我們承擔、精進不懈，從實

踐中逐漸參悟佛法的奧祕，才能超凡入聖。

《十年一覺電影夢》是導演李安以第一人稱口

述的方式，講述自己電影生涯第一個十年的追夢歴

程。李安是國際知名的大導演，他也不是一出道

就如此成功，他也有辛酸的一面。李安在這本書

中，告訴所有人，他眼中的自己，是「一個没用的

人」，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他，兩次

大學聯考(大陸叫高考)落榜，卻意外步入舞台生

涯。在紐約名校畢業後，有六年找不到片子拍，靠

太太做研究員工作養家，薪水微薄，有時雙方家裡

也會變相接濟一下。他在家煮飯帶孩子，做全職

「家庭煮夫」，有時候李安也會到劇組打打工，做

些零碎事情。快四十歲時，雖有滿腹才華，卻只能

在劇組守夜、看器材、扛沙袋、做苦力，都不好意

思再談什麼理想。每隻良駒的背後，都有一個伯

樂；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位賢內助。他的

太太也曾痛苦過，幸好她是伯樂，對李安藝術才華

深具信心，終能讓他在影藝界綻放光芒。要不是他

和他太太能放下，也不會有今日奧斯卡金像獎、名

聞世界的大導演李安。

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會

一事無成；放不下，就會疲憊不堪。人生外在的一

切最終絲毫也帶不走，晚放下不如早放下。放下無

謂的負擔，才能一路自在。 當事情經歷過後，你

成長了，所以 這些痛苦，適合無聲忘記。决定我

們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是我們的能力，而是我們的

選擇。有理想在的地方，地獄也是天堂；有希望在

的地方，痛苦也成欣歡；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

終將輝煌。

放下狹隘，心寬，天地就寬。寬容是一種美

德。只有在寬容的世界裡，人，才能奏出快樂和諧

的生命樂章！

曼德拉是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他同南非種族

隔離制度進行了幾十年不屈不撓的鬥爭，赢得了全

世界人的支持和尊敬。曼德拉，為了爭取種族平等

而鋃鐺入獄，一關二十七年，在獄中受盡各種折

磨。當選總統以後，他在總統就職典禮上的舉動震

驚了世界！他邀請當初看守他的三名前獄卒來觀

禮，那三人心裡忐忑不安。總統就職儀式開始時，

曼德拉起身致辭歡迎他的來賓。在介紹了來自世界

各國的政要後，他說令他最高興的是，當初看守他

的三名前獄方人員也能到場。他請他們站起身，介

紹給大家，同時恭敬地向三個曾關押他的看守致

敬。曼德拉寬宏的胸襟，讓南非那些殘酷虐待了他

二十七年的白人汗顏，也讓所有到場的人肅然起

敬。曼德拉後來向朋友們解釋說，自己年輕時性子

很急，脾氣暴躁，在獄中學會了控制情緒才活了下

來。他的牢獄歲月，使他學會了如何處理自己遭遇

的苦難和痛苦。他說，感恩與寬容經常是源自痛苦

與磨難的，必須以極大的毅力來訓練。曼德拉說起

獲釋出獄當天的心情：「當我走出囚室、邁出通往

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已經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

痛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曼德

拉因為能放下，所以他能肩負起種族、歷史的艱鉅

使命。看看我們的周邊，人們之所以總是覺得煩惱

纏身、充滿痛苦，總是怨天尤人，多半是因為我們

缺少像曼德拉那樣的寬容和感恩吧！放下吧，放下

痛苦和仇恨。

張老前人放下了在大陸的親人、事業，來台灣

傳道，沒想到大陸卻回不去了，一來就是一輩子。

有家歸不得，是何等傷痛的事。隨著大陸政權的更

替，道在大陸被禁了，也隱了。張老前人和其他先

後到台灣傳道的前賢大德們，能放下個人的傷痛，

肩負起道統傳承的重大使命，發揚光大到世界各

地。隨著大陸逐漸開放，大道「老水還潮」再度傳

回神州各地，也是指日可待。

道統的傳承、宏揚大道的重大使命，不在某一

個人的身上；事實上，是在每一位道親的身上。讓

我們放下，放寬心胸，一起承擔起這重責大任。

＊故事取材自網路



4 美國全真通訊5

＊故事取材自網路

2 0 1 6  年  新  春  團  拜  流  程  表

日   期：2016年2月14日(星期日) 10:00 A.M. - 12:30 P.M.

地   點：全真道院

主 持 人：易榮熙、譚覃光

時　間 內　容 負責人

10:00 -10:15 A.M. 點傳師新春賜導 陳正夫點傳師

10:15 -10:30 A.M. 天籟之音大合唱 郭詩永點傳師

10:30 -10:45 A.M. 「旗幟飛揚」帶動唱
吳振龍、黃湧竣

張蓓智

10:45 -11:30 A.M. 點燈祈福
温溫潔芳、呂柏欣
孫    賢、黃温謙慈

11:30 -12:10 P.M. 午獻香、團拜 易榮熙、譚覃光

12:10 -12:30 P.M. 大合照、新春吉祥禮物 林達雄

12:30 P.M.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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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The Tao

This story seems to speak against the fixation on sword 
fights, or similar battles to the death. Does this apply to 
us? The Romans certainly had bloody gladiatorial combat, 
but that is a relic of the past. We no longer have that sort 
of savage entertainment, so is Chuang Tzu’s point still 
relevant?

Tao sages would say it is only a matter of degrees. We 
may not have swordsmen dismembering one another for our 
amusement, but we still have many forms of staged combat 
that are wildly popular. Boxing matches and mixed martial 
arts tournaments are big business, attracting millions of 
viewers every year. We all know that death and injury are 
real possibilities in such events, but that does not dampen 
the enthusiasm. Many fans even find it thrilling. Times may 
have changed, but the bloodthirsty part of humanity has 
not.

This is what Chuang Tzu is asking us to examine — 
the dark side where violence overshadows the productive 
aspect of life. For us, it can go beyond fighters battling it 
out in the arena. We also have movies, television shows, 
video games and sports that are increasingly violent. It is 
quite possible for us to focus too much attention on such 
things, and that causes the productive side of life to suffer.

Since the Tao tradition is a peaceful path, one may 
assume that Chuang Tzu would condemn violence,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Rather than to criticize the King for being 
preoccupied with sword fights, Chuang Tzu showed him 
the greater levels of the sword. Clarity on what it all means 
brings understanding that leads to enlightenment.

The Emperor’s Sword is the weapon of the ruler. In 
describing it, Chuang Tzu used metaphors that the King 
grasped immediately. The fast cavalry of the Yen Shi 
Fortress would naturally be the vanguard in an armed 
incursion. The Tai Mountain made sense as the body of 
the blade because the land itself was the sword. The fierce 
warriors from the Jin and Wei Kingdoms would naturally 
serve as the cutting edge of the Emperor’s army. This sword 
was the most powerful of all. With it, the King could unite 
the empire and maintain a lasting peace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You wield the Emperor’s Sword at the personal level as 
well, because your own life is your empire. In this context, 
the Yen Shi Fortress is your initiative that serves as the tip 
of your sword. The Tai Mountain is the totality of your life 

— everything you have experienced and all the lessons you 
have learned. The Jin and Wei Kingdoms are th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your wisdom, to cut through the problems 
you encounter. When you wield this sword effectively, you 
unify your life with your destiny, and create a lasting peace 
for yourself.

The Noble’s Sword is all about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team. When people come together as a team, and work 
together in a spirit of harmony, they can accomplish the 
incredible. In such a team,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roles. Intelligent and courageous people lead the way, while 
honest and honorable people serve as the backbone of the 
group, to support the virtuous and good people in getting 
the job done. This sword is quite powerful in its own right. 
As Chuang Tzu says, it is the one that can bring everyone 
into alignment, focused on the same goal.

You wield the Noble’s Sword at the personal level 
whenever you find yourself leading or guiding a group. 
At work, you may need to harness the talents of your 
coworkers on a project. At home, you may need to bring 
everyone together for a family activity. Whatever the 
situation may be, you need the right people for the right 
tasks — some to scout ahead, some to provide support, 
and some in the front line, pushing forward and making 
progress. When you wield this sword with harmony, you 
can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the power of a single 
individual.

The Commoner’s Sword is the lowest manifestation 
of humanity’s fighting spirit. It’s all about kill or be killed. 
In that regard, it is not so different from the battle for 
survival among animals. Why should we limit ourselves to 
that level when we can embody the meaning of the greater 
swords? This is the question that stunned the King when 
Chuang Tzu drew his attention to it. Why obsess over the 
Commoner’s Sword while leaving the Noble’s Sword and 
the Emperor’s Sword unused?

We all have to answer the same question too. Why 
focus so much attention on being a spectator in staged 
battles, when you can be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a much 
greater arena? You are the absolute ruler of your own 
destiny. You sit in the Emperor’s Throne of your life. Just 
as the three swords were presented by Chuang Tzu for the 
King to choose, they are now presented before you. Your 
hand is reaching out to the swords. Which one will it grasp?

By Dere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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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ree Swords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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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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班長／道寄韻律：吳玉萍

張老前人成道 
五週年追思會

天緣佛堂
講師：賴科謹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史振英

新春團拜－－主持人：余月華、陳靜嫻、譚覃光

道與生活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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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7/2016  
02/14/2016       
02/21/2016  
02/28/2016  

符美燕   陳靜嫻 郭詩永

陳正夫孫  賢   余月華

天道義理: 黃東山十 條 大 愿:蔡秋鶴

除     夕     夜     老     祖     師     接     盤     停     課

道德培育班、幼兒班課程表

02/21/2016

02/28/2016

Sunday 班 長 Class Leader 10:30 AM-11:30 AM 11:30 AM-12:30 PM

陳品蓉  (Emily) 中文課本 Chinese：黃湧竣 (Yung)

除 夕  停  班  ( Chinese New Year 's Eve, No Class)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2/07 ~ 02/13
徐翠妤 陳正夫 郭詩永 徐翠妤

02/14 ~ 02/20 02/21 ~ 02/27 02/28 ~ 03/05

 日 　期

陳靜嫻、林勤娟、孫  賢、張秀娟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員:組 長: 余月華

02/14/2016 02/21/2016
溫潔芳、吳依筠 溫詠鳳、武詩竹

乾

坤

吳振龍、黃湧竣 陳恩弘、郭禮嘉

02/28/2016
高子評、羅巧鳴

陳彥宏、羅孟軍

02/08/2016 (正月初一)   

02/22/2016 ( 正月十五）

日 期

天廚組長

   02/14/2016      02/21/2016 02/28/2016

吳依筠
符美燕

林貞伶
陳秀珍

劉盛妹
陳彥宏

日　期   負 責 人

 02/14/2016
 02/21/2016

鄭末子 02/28/2016

鄭末子
楊阿晟

立 志 立 品:羅孟軍 地藏王本願經: 張邦彥

02/07/2016
02/14/2016 新  春  團  拜  停  班  (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No Class)

禮節 Ritual：徐翠妤 (Cheri)鄭淳優  (Ashley)

Christopher : The Meaning of
             Filial Piety

Sophia : Cherishing Blessings
& Affinities

日 期

02/27/2016

全伶佛堂地方班班程表

盧清明 陳正夫

星 期 班長／道寄韻律 題目／講師 點傳師賜導

六 彌勒法門:林宏容

          新            春            團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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