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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彌勒下生經（八）
點傳師賜導

陳正夫 Joseph J.F. Chen

阿難！爾時彌勒如來，當取迦葉僧伽梨著之。是

時，迦葉身體奄然星散。是時，彌勒復取種種華香供養

迦葉。所以然者，諸佛世尊，有敬心於正法故。彌勒亦

由我所受正法化，得成無上正真之道。

釋迦文佛繼與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說：阿難啊！這

個時候，彌勒如來就將從迦葉尊者處取得比丘三大衣之

一的袈裟並穿在身上。此時，迦葉尊者於雞足山坐禪入

定，他的尊體忽然星散，而其法性仍然不滅。於是彌勒

祖師供奉各種香花於迦葉尊者，以敬其戒定慧之頭陀功

行。彌勒祖師會這樣做是因為三界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都具有敬仰其正之道法的恆心。彌勒如來也是受釋迦文

佛的正法教化，才能修成無上正等正覺之道的果位。

阿難當知：彌勒佛第二會時，有九十四億人皆得阿

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行四事供養之所致也。又

彌勒第三之會，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

子。爾時比丘姓號，皆曰「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諸聲

聞，皆稱「釋迦弟子」。

阿難啊！你應當知道，在彌勒佛第二會說法的時

候，有九十四億人將獲得去除紅塵的煩惱、了脫生死輪

迴、得受天上間供養的阿羅漢果位的，也都是受過我

遺教教化的弟子，他們經常以衣服、飲食、臥具、湯

葯等物供養佛、法、僧三寶，常懷對佛法有恭敬之心，

才能有如此的成就。在彌勒佛第三會說法的時候，有

九十二億的人將獲得阿羅漢果位，他們也都是受過我遺

教教化的弟子。當彌勒佛出現於世時，那時所有出家的

男眾（比丘）女眾（比丘尼），他們的姓氏都稱為「慈

氏」，就好像在我今日之世，我的諸聲聞修四諦法之弟

子，都稱為釋迦弟子，都以「釋氏」為姓一樣。

爾時，彌勒為諸弟子說法：汝等比丘！當思惟無常

之想，樂有苦想，計我無我想，實有空想，色變之想，

青瘀之想，  脹之想，食不消想，膿血想，一切世間不

可樂想。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此十想者，皆是釋迦文

佛為汝等說，令得盡有漏，心得解脫。

那時，彌勒佛為所有有情無情眾弟子說法：眾比丘

弟子們，你們專心一意聽清楚思念所對之境而分別之，

並且應當經常修習十種觀想：

1.無常之想：必須了解世間一切事務都是在成、

住、壞、空，生命是在生、老、病、死的變化過程中，

剎那不滯，因此世事無常，人生無常。

2.樂有苦想：當幸運遇好緣好境，身心舒適歡悅

時，若貪欲不止即為苦之根源，應知足常樂。

3.計我無我想：我是己身有一主宰而常住者，然而

己身是由因緣和合而成，緣滅時，則生命亦即消失，就

無常日計度，而無有「我」的存在。

4.實有空想：凡夫不知一切諸法，為因緣和合而

生，並無其實性，所以說是空。

5.色變之想：色身乃是水火風土四大假合，青春貌

美對肉體的情執，可觀想行將入木、日落西山的呻吟掙

扎之醜相。

6.青瘀之想：人身之血肉，乃父母所生，血本紅

色，忽變青瘀，只因軀體氣脈不順所致。

7.膖脹之想：一貫弟子借假所真，若偶有不慎，身

體有恙，食物積於腸胃而腹脹，而引起浮脹的狀況。

8.食不消想：有情眾生，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水

裡游的，無不以生命為珍惜，吃牠半斤要還牠八兩，因

果報應屢見不鮮。

9.膿血想：身染毒素的氣體，血肉腐爛而積膿血，

甚至變為污穢之膿，臭不堪聞，苦不堪言。

10.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三界如火宅，眾生住在裡

面，好像住在火宅裡，因為煩惱憂苦熾盛，一切世事都

沒有可以安樂之處。

為什麼要作這十種觀想呢？各位比丘，你們應當知

道，這十種觀想都是過去世釋迦佛曾經為你們說過的。

如果聚精會神作這十種觀想，可以使你們斷除各種凡塵

的有漏煩惱，了脫生死輪迴，使心靈得到解脫。

若此眾中，釋迦文佛弟子過去之時，修於梵行，來

至我所。或以釋迦文佛所，奉持其法，來至我所。或復

以釋迦文佛所，供養三寶，來至我所。

在與會的大眾裡面，有的是過去世釋迦佛的弟子，

他們於過去世，曾經修習過各種清淨梵行，由於有此德

行，而於今世來到佛陀私法利生的這清淨道場。有的是

在過去世釋迦佛處，曾經修習釋迦佛所說之法，得以來

到我這裡。也有的在釋迦佛處，曾經供養佛、法、僧三

寶者，他們以此功德，而於今世來到佛所。

＊＊＊下期續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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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敏講師的《清靜經》講座，今年延續進行的第

七、八堂課：請大家仔細思索平日我們養家餬口，出外

賺錢的朝、夕忙碌，究竟是用個什麼心境呢？隨著同修

們之答腔的同時，白板已書寫：負面的──貪心、瞋

心、名利心、妒嫉心……，正面的──愛心、堅心、敬

業心、赤子心……。如此之多的心，難怪大家不清靜。

老子寫的這部經文，指出的「真理」是一條「覺」路，

我們要履行、實踐而非口誦。人在迷、悟之間，有條修

行的路是「真道」，好讓改邪歸正。子女孝順雙親是真

道，而世上最偉大的是母愛，唯一無條件的付出愛心。

本性其實是來自上天，充滿著德行，良心、本性是與生

俱來，原來的慈悲之先天心，奈何六萬年的生死輪迴已

經是悠悠漫長路，由於後天心貪戀塵世的鏡花水月，三

毒之貽害，導致沉淪於名、利、權、勢，吃、喝、玩、

樂中打滾，遇樂則喜，喜生貪心。遇苦則憂，憂生煩惱

心。企圖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奸詐；放不下人、事、

物的貪、瞋、痴、愛；利慾薰心，慾海難填成累贅。

人到了這五惡濁世間，是來受苦的。欲離開痛苦，

得到快樂，有必要求道、學道、修道。修道先修心，必

須嚐試踏出第一步，首先把邪心修為正心。立場要堅

定，修道落實到日常。認清正理、歪理，明辨善、惡，

行正不離現實。

須知：由「愚」至「智」，由「迷」到「悟」肯定

要努力跨越過一道「坎」，它考驗著大家的堅持、耐

力。明明白白的指引：正面心態，助吾走向那理天故家

園；負面造作，將墮落輪迴之道。任君選擇，在一切道

德品質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我們要做

一個善良的人，為促進人類的進步，盡一點力，即使是

小小的光亮，也要造福大眾。時時刻刻，道行平常，有

柔軟、樸素的樂趣；中心點在真常應物，俱用至真、至

誠來處理人、事、物；不做事宜守靜，莫箇胡思亂想。

強調真誠才是人生最高的美德，且把虛偽的心修改，糾

正達至真誠，否則「偽」是永遠成不了「真」。此心若

不清靜，則煩惱不斷。

老子叮囑我們要遣慾即逐遣私慾，二六時中，靈台

上打掃潔淨，勿為萬物所搖，如斯外相不入，內相不

出，而道心自然清淨矣！澄其心者，將渾濁水以澄清，

我心有雜念如水之有泥漿，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靜。修道是借「假」修「真」，大家來勤奮不斷、不歇

真修實煉，練到如如不動的心－－無念的心（念者是思

量意思），就是「空」，即用心字代替空。萬法由心

生：世上，這所有東西都全是心生出來的，譬如：桌子

本質是木頭；玻璃杯本質是玻璃；心若無念，自然就不

會產生任何東西，內心清靜坦蕩蕩。《心經》：「心無

掛礙，無掛礙故……」自性本來清靜，正是這個道理。

從自性中覺悟，是為「見性」。呼籲同修：我們真摯地

把「誠」這精神實體提高到世界本原地位，可貴在一貫

道《愿懺文》早、晚獻香禮的莊嚴，有助益於各位修

心。懺：往昔的過失、錯誤、罪愆；悔：徹底痛改前

非，永不再犯同樣的過、錯、罪。若不思悔改，固步自

封，則是毫無進展的原地踏步。

道歌：《自放光明》歌詞是老師慈訓：「徒兒啊！

這顆心要抓住，莫讓它染上了塵土，……走好路，要

謹慎自己腳步，依循真理，多麼清楚……」恭錄師尊

諭示：「路遠須早行，途遠身必輕。」且放下世間的名

利、恩愛，卸下沉甸甸的身外物，輕身上路。固此，選

擇起點很重要，關鍵在抉擇的一霎那：上道院？圖書

館？往賭場？沿著的路線乃是決定了目標－－正道抑或

歧途，宜審慎之！貼切的比喻：鐵定走正道，切勿走歪

道而堵道。如同：「濕氣內留，說明身體有狀況」。濕

氣說白了，乃體內的垃圾、污水沒排出去，毒素積壓，

氣色就不好。

「漸」入真道，惕勵著修道畢竟已經下足工夫，妄

念剝落，真心顯現。人生的態度有恆反省、恆檢點，對

生命有自覺意識，貴於內心深處的自律。秉承敬畏心，

敬上畏下，敬畏天命，自然規律。待人處事要謹慎，凡

事有敬畏心，就沒妄念，可以避風險而平安、順暢。如

是：生命在閃光中璀燦，平凡中見到真實。

得道要修道。衷心期待每一個人趕快修道，自渡渡

人修至圓滿最高境界，大家都能夠抵達彼岸。

老前人訓諭：懂得修道才是真正的富貴，懂得做善

事就是大富大貴！

靜心滿寰宇，善意滿人間。

2018年元旦裡，恭賀新禧，聖凡兼修，大道弘展！

天緣佛堂
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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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溫詠鳳

奉 獻  薪 傳
羅煥瑜

奉獻，是一種愛，是對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求回報的

愛和全心的付出。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怎樣活著才

算有意義？活著為自己還是活著為他人？這是每個人都

要考慮的問題。「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

美好的人間。」奉獻與索取是矛盾的，一心索取的人，

貪慾永遠得不到滿足。

奉獻是不計報酬的給予，是「有一分熱，放一分

光」，是「我為人人」。奉獻者付出的是一種無私的愛

心，甚至是無價的生命。奉獻者收獲的是一種幸福，一

種崇高的情感，是他人的尊敬與愛戴，是自己生命的豐

碩延長。簡單的說，「奉獻」指滿懷感情地為他人服

務，做出貢獻，是不計回報的無償服務。

我們可能對奉獻都有著不同的理解，耶穌基督透過

財主和窮寡婦的奉獻，看看我們為何要奉獻及應該怎樣

奉獻。有一天，耶穌對著銀庫坐著。話說聖殿裡有13個

喇叭型的銀庫，而耶穌就這樣坐在聖殿其中一個銀庫

裡，觀察會眾奉獻的情況。結果見到好些財主投了若干

的錢，財主投了很多的錢，因為他們投很多錢的關係，

投的時候聲量就很大，很能吸引人的注意。後來有一個

窮寡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當然，這兩個小錢和那

些財主的奉獻實在是天淵之別。財主投進去的聲音是一

連串的碎聲，但窮寡婦只能傳出「叮咚」的聲響。見到

這個境象後，耶穌就跟門徒說，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

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財主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

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

上了。為何窮寡婦要為主奉上兩個小錢呢？相信她自己

也知道，她這微小的金錢，對會堂的幫助實在不大，甚

至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不過窮寡婦堅持要奉獻，因為這

是她對神的愛的回應。事實上，對神來說，祂並不看重

金錢的多少，因為對於神來說，祂根本不需要這些金

錢，祂想做的事，祂只要動一動指頭，或說一句話，便

可以成就；人區區少少的金錢，又何足掛齒。既然如

此，人為何仍要奉獻呢？窮寡婦為何仍要奉獻呢？原來

神雖然不需要物質，但神喜悅人奉獻的心。舉個例子：

我們知不知道，無論送什麼禮物給父母，父母一定都會

很開心的。事實上，你能夠買的禮物，父母都有能力買

得到，不過他們收到你的禮物時，仍然會很開心。為何

呢？因為他們喜歡收到兒女送的禮物而已。同樣，神也

是喜悅你奉獻的心，神喜歡看到人願意為祂犧牲多少。

所以，神喜悅窮寡婦的奉獻，因為她願意將她的所有奉

獻出來，因此神喜悅看人能放下多少。奉獻是盡自己的

能力奉獻，窮寡婦將兩個小錢投進去奉獻箱，兩個小錢

即是一個大錢，其實都只是一個小數目。因此奉獻，並

不是奉獻的數目，而是各人是否盡了自己的能力奉獻。

奉獻不一定是用金錢的，我們的時間、精力都能夠

做為奉獻。在道場上付出的任何行為都是奉獻。天廚的

無畏施、課堂上的法施、各班程的帶領同修、環境打掃

的道親、幫辦助道的辦事員……等等，其實他們都付出

了相當的時間、體力、腦力及精神；他們的付出是成全

渡眾、為了服務道親、為了弘揚聖道、為了道務的宏

展……，他們都願意將自己的時間與精力提供出來，這

就是無私無我的奉獻。

薪傳，比喻道術學術相傳不絕，薪傳不息。成語：

「火盡薪傳」。盡：完；薪：柴火。火雖燒完，柴卻留

下來。比喻學術思想等世代相傳。

「薪火相傳」在莊子時代就已經廣為應用，意思是

指師徒遞相傳授不絕，所以又有薪盡火傳的含義，比喻

教化傳授能使大道延續於久遠。嚴格地說，薪火相傳是

希望一棒比一棒更「棒」，一代比一代更「強」，否

則，傳遞愈鬆，越接越弱，那就完全失去相傳的真正動

機與意義了。

歷史是成千萬人延續不斷留下的智慧結晶，因此，

只要是人，都有權利去承接上一代交下的棒子，也都有

義務將棒子卸交給他的接棒人。薪火不怕傳得太長、太

遠，只怕無疾而終；薪火不怕生生不息，只怕因私心太

重而失傳。我們都是傳薪的人，我們要傳得漂亮，傳得

光芒四射。歷史是一部寫不完的詩篇。然而，歷史依然

是代代相傳下去，這就是「薪傳」的真正價值。

宇宙的運轉就是這樣「自強不息」的。老的一代凋

零了，新的一代又開始成長、茁壯，當新的一代也枯謝

後，更新的一代不是又接著誕生了嗎？這樣一代又一代

的緊接著輪替更迭，正是「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

之生命」的最好註腳。

一貫傳承，老前人們為了達成師尊、師母的天命，

拋棄家業，甚至於妻離子散，從中國大陸去了台灣開荒

佈道，接著有前人、點傳師們的道傳九洲，這麼偉大的

胸襟，展現的就是奉獻薪傳的精髓。因此一貫弟子就是

要秉承前賢的大志，達到奉獻薪傳的真義；立志「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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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曆 星  期 活    動    名    稱 負  責  人

01/14 日 除 舊 佈 新 大 掃 除 總 務 組

02/15 四 除  夕  夜  團  圓 活 動 組

02/15 四 老  祖  師  接  盤 禮 節 組

02/18 日 正 月 初 三 新 春 團 拜 活 動 組

04/29 日 春     季     大     典 禮 節 組

05/26 ~ 05/28 六日一 春     季     旅     遊 活 動 組

07/22 日 夏     季     大     典 禮 節 組

10/07 日 道     親     法     會 道 務 組

10/21 日 秋     季     大     典 禮 節 組

11/04 日 各     班     聯     誼 班 務 組

12/16 日 冬     季     大     典 禮 節 組

備註：停課一天 05/13  母親節               
                              05/27  國殤節長週末                         
                              09/02  勞工節長週末
         
提醒：夏日節約時間3/11(日) 開始，11/4(日) 結束

11/25  感恩節長週末                
12/23   聖誕節長週末         
12/30   歲末迎春長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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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Once upon a time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a ferryman who 
worked along a stretc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re were several 
villages and towns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so he had steady 
business taking passengers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Over the 
years, it brought him into contact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One day, a villager approached the ferryman as he was 
waiting for potential passengers by his boat. The villager said: 
“Sir, perhaps you can help me with a question. I’m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You are probably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people over there.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em?”

The ferryman was curious: “Why are you thinking about 
moving?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village?”

“My village is horrible,” the villager said. “I am surrounded 
by the worst people you can imagine, so I do not want to live there 
any longer than necessary. My neighbors make noise when I need 
quiet. They do not care about the streets being dirty. They have no 
respect for me. Therefore, I also have no respect for them.”

“That does sound horrible,” the ferryman sympathized. “Have 
you ever let them know how you feel?”

“Oh, absolutely!” The villager said, with anger: “I give them 
unmistakable signs! They disturb me during the day, so I make 
noise to disturb them at night. They never clean the streets, so I 
push my trash out the door to teach them a lesson. Whenever they 
are rude to me, I am rude right back to them twice as much. Of 
course they know how I feel!”

“I see,” the ferryman said. “I have bad news for you.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are not so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in your village. You will find all the things you dislike about 
your neighbors quite prevalent over there too. If you decide to 
move, you’ll expend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only to end up in the 
same situation.”

“I knew it!” the villager exclaimed in frustration, and started 
walking away. “There must be a better place somewhere. I’ll find 
it!”

Moments later, another man, much younger than the first, 
approached the ferryman. “Excuse me,” he said, “I am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You are probably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people over there.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em?”

Again the ferryman expressed curiosity: “Why are you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 young man said: “I would like to study spiritual teachings 
with a Tao sage who lives on the other side. If I move closer to 
him, I can save a lot of time crossing the river back and forth. 
However, I am a little reluctant to leave my home over here.”

“Why the reluctance?”
“My village is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the young man 

beamed. “I have the best neighbors you can imagine. Everyone 
is kind and considerate, and we are always looking out for one 
another. Everyone works to keep the neighborhood clean and 
make it a pleasant environment. There is much mutual assistance 
and respect, and that is why I am reluctant to leave. I am just not 
sure I can find such great neighbors when 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I see,” the ferryman said.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are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in 
your village. You will find all the qualities you like about your 
neighbors just as prevalent over there. If you do decide to move, 
it won’t take you long to become part of a community over there 
that you enjoy.”

The young man was happy to hear this. He thanked the 
ferryman profusely before heading back home, to start planning 
his move.

A nearby street vendor, who had been watching quietly all this 
time, came over as the young man left. He said to the ferryman: 
“I could not help but overhear the two conversations you just had. 
It’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to me, since I know those two fellows.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village, and both of them asked about 
the same place across the river. Why did you give them such 
different answers?”

“The difference came from them, not from me or the place,” 
the ferryman said. “The first villager is unaware that all the things 
he hates originate from within himself: the noisy disturbance, the 
dirty environment, the lack of respect, and so on. His environment 
reflects what is already in his heart. Unless he changes himself 
internally, he will continue to recreate the same negative setting 
no matter where he goes.

“It was similar with the young man,” the ferryman continued. 
“He may not realize it, but all the things he enjoys about his 
neighborhood also originate from his heart: the kindness, the 
consideration, the mutual assistance and respect, and everyone 
pitching in for the greater good. As long as his positive nature 
does not change, he will always create the same positive setting 
no matter where he goes.”

“Ah, I see,” the street vendor smiled in comprehension. “So... 
things are not necessarily better on the other side?”

“No,” said the ferryman, “but things definitely get better on 
every side — when they get better on the inside.”

by Derek L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 Par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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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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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緣佛堂 班長：羅日成

班長：呂柏欣01/01/2018 ( 十一月十五）   

01/17/2018 ( 十二月初一）

新  年    四位點傳師 

點傳師賜導：陳正夫 講師：羅孟軍 講  師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01/07/2018  
01/14/2018 
01/21/2018  
01/28/2018  

郭詩永

羅日成   余月華 

呂柏欣   陳靜嫻 信愿行證:賴科瑾

改變一生:溫潔芳

一貫道義 :陳正夫
除  舊  佈  新  大  掃  除

般    若 :杜梅瑞 辜添脩

認理實修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1/07 ~ 01/13
陳正夫 徐翠妤 郭詩永

01/14 ~ 01/20 01/21 ~ 01/27 01/28 ~ 02/03
陳正夫

日 期

天廚組長

01/07/2018    01/14/2018      01/21/2018 01/28/2018

黃文瑛
黃湧竣

符美燕
孫  賢

林貞伶
陳彥宏

吳依筠
王素珠

日　期   負 責 人

 01/07/2018
 01/14/2018

李良玉

 01/21/2018 鄭末子

楊阿晟

 01/28/2018

大掃除

 日 　期

李良玉、陳心詒、陳品蓉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員:組 長: 黃秀孟

01/07/2018 01/14/2018
陳心詒、陳品蓉

大 掃 除
乾

坤

陳柏瑋、陳宣霖

01/21/2018
李良玉、孫  賢

陳恩弘、郭禮嘉

01/28/2018
陳敏儀、陳秋媚

司徒建烽、司徒建基

譚覃光   溫潔芳 孝悌忠信:羅孟軍 大    學 :郭詩永 陳正夫

班長：史振英 講師：陳秀真 講  師六度萬行01/31/2018 ( 十二月十五） 點傳師賜導：郭詩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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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緣佛堂 班長：譚覃光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櫃檯輪值表

02/16/2018(正月十五）     新  春  團  拜

日 期

02/2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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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養生：曾戎威

     四位點傳師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全真道院週日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天廚組長

02/04/2018    02/11/2018      02/18/2018 02/25/2018

武詩竹
張秀娟

林金珠
林勤娟

陳靜嫻
阮氏幸

符美燕
孫  賢

日　期   負 責 人

 02/04/2018
 02/11/2018

李良玉

 02/18/2018 鄭末子

龔麗虹

 02/25/2018

楊阿晟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2/04 ~ 02/10
徐翠妤 郭詩永 陳正夫

02/11 ~ 02/17 02/18 ~ 02/24 02/25 ~ 03/03
徐翠妤

 日 　期

陳敏儀、陳秋媚、趙珮君辦道前準備工作 組 員:組 長: 鄭末子

02/04/2018 02/11/2018
陳品蓉、Kelly 劉秀珠、符美燕

乾

坤

羅日成、施萬方 陳柏叡、陳柏翰

02/18/2018
溫潔芳、溫詠鳳

吳振龍、陳彥宏

02/25/2018
陳敏儀、趙珮君

司徒建基、項翔向

 日 　期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專題講座　　   點傳師賜導
02/04/2018  
02/11/2018        
02/18/2018  
02/25/2018  

賴科瑾   溫潔芳 禮義廉恥:林達雄
郭詩永余月華   賴科瑾 三心四相:黃東山

陳正夫史振英   余月華 道化家庭:溫詠鳳 中    庸 :張邦彥

彌勒法門 :林宏容 辜添脩
彌勒真經 :陳淑敏

正  月  初  三  新  春  團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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