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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傳師賜導

美國全真道院週年慶

一九八八年內人楊碧珍點傳師深感洛杉
磯道親不少，可惜無公共佛堂，於是稟明張老
前人確有需要，張老前人沒反對在洛城籌設。
一九八九年元月，幾經尋覓地點及房屋，終於
買到洛杉磯包德溫公園(Baldwin Park)市，瑞
摩拉路一二七二四號，兩萬兩千平方呎的土
地，做為第一座全真道場。
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在袁翥鶚前人主
持下，於上址成立「美國洛杉磯全真道院」，
同時已聯絡上洛城道親四、五十人。同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張老前人及多位前人，先後蒞臨賜
導，並訪問洛杉磯道親。至此，洛城道親凝聚
在一起，研經修道，如沐春風。
在文化背景、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截然
不同的他鄉異地，要踏出第一步真是艱辛，因
此，後學於九月放下經營十多年的貿易公司，
並結束基礎織造廠的業務，毅然來到洛杉磯分
擔從事傳播性理心法的神聖工作。後學知道在
國外奮鬥，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將事倍功
半。要讓一貫道能在美國這種完全開放的國家
裡發芽茁壯，一定要得到各級政府的認可，於
是孜孜不息地想盡了各種辦法結交各級民意代
表及官員，也與台灣在本地的駐外機構保持適
度的連繫。
美國洛杉磯全真道院，於一九九○年五月
十三日上午十時，舉行開壇週年慶典，會中貴
賓不少，包括北美事務協調會駐洛杉磯辦事處
處長張慶衍先生、加州副州長麥卡錫(Mr. Leo
McCarthy)的華裔助理何海量先生、洛杉磯市議
會議長約翰法瑞洛(Mr. John Ferraro)夫婦蒞臨
觀禮，最難能可貴的是張培成老前人專程由台
北趕抵洛城，親臨盛典，使會場充滿了光輝與
歡喜，當日參與道親三百餘人，盛況非常。
典禮開始首先由後學簡報一年來，在楊碧
珍點傳師主持下的開荒辦道經過，由起初數十
人增至目前五百餘位道親，可謂用心良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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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教導有方，天恩師德加庇。
在後學報告完畢後，隨即恭請張老前人賜
導，詞中除嘉勉楊點傳師與後學犧牲奉獻致力
於道的精神外，並懇談一貫道宗旨，以儒家思
想為本，釋道為輔，窮理盡性，歸根復命；並
期勉道親們各守本分，互助互勉，人人安和樂
利，冀世界為大同。
會中張慶衍處長及洛市議會法瑞洛議長，
亦致詞讚揚一貫道發揚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
貢獻。會後並由法瑞洛議長致贈銅製洛市紀念
牌乙座，由張老前人代表全真道院接受，加州
副州長的華裔助理何海量先生代表麥卡錫副州
長頒獎狀給道院，由楊點傳代表接受；接著楊
點傳師亦致贈每位貴賓乙尊瓷製五子彌勒佛，
以茲紀念，感謝大家！
下午二時開始辦道渡人；之後便開始各項
餘興節目，有道歌演唱、樂隊演奏、接金線、
你問我答等等活動，熱鬧無比，大家歡欣盡興
至下午五時許結束。
接著晚間六時至九時，再恭請張老前人賜
導，以「修道修心」為題，勉勵道親們從「明
心」開始，而後「見性」，摒棄惡習，無私無
偏，由──求道、知道、悟道、宣道、行道、
了道、成道而成聖成佛。到晚上九時，才結束
了整個過程，個個法喜充滿。
張老前人離開洛杉磯之前曾到北美協調
會向張處長辭行，感謝易榮熙壇主夫婦擔任世
界日報攝影記者的人際關係，才有張處長的光
臨。我們一行也到洛杉磯市議會向法瑞洛議長
辭行，感謝郭海明壇主夫婦任職市議會的屬員
關係，得有法瑞洛議長的護持道場。全體道親
感激張處長及法瑞洛議長的指導與加持，我們
對於把道融入主流已踏出一大步，放眼天下充
滿信心。
註:本文摘自陳正夫點傳師著作《承先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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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緣佛堂
呂柏欣
甲午元旦臘月初一，恭請陳點傳師賜導：
陳點傳師：馬年談馬，「一馬當先」竭立
奮進，以馬的精神特質來祝福大家。從劉備、
關公、張飛的桃園結義、兄弟排序的典故開
始。自然提及赤兔馬。此匹八尺長、十尺高、
日跑千里、夜走八百的駿馬產自西域，本屬呂
布座騎，後轉贈關雲長將軍，全憑這千里馬、
一把青龍刀、斬六將闖五關，馳騁沙場，縱橫
天 下 ， 戰 績 彪 炳 …… 時 序 漢 朝 末 代 ， 董 卓 弄
權，挾天子而令諸侯，形成三國鼎立。而關羽
之忠肝義膽，屢建奇功，千秋萬代，上馬一提
金，下馬一提銀，正是「威震北方為帥首，肅
清諸惡掛甲兵。」武將關羽猶重兄弟情誼：劉
備兄長所贈戰袍總披在外層，曹操賞賜的新袍
則裹在內裡，可見交情深、淺分明，不致於貪
新忘舊。再之，尚有許多有名的事蹟如：關公
秉燭達旦觀春秋，關公千里送嫂尋兄，遵循叔
嫂之禮，義氣長存。其「忠、義、禮」：禮制
的安分守己。謹守八德。歸空之後，位列氣天
仙，也當上了法律主。我們朝、夕燒香叩首禮
拜的四位法律主，大家都應該來認識，就是：
關公、呂祖、岳飛、張飛。俱是人間有功德的
法律主護持道場。故此對於佛規禮節我們必須
認真恭謹遵守以莊嚴道場。其實，大家從求
道、學道、修道、行道、辦道，恰似關公的過
五關，並非簡單啊！欣慰的是「全真道院」的
一對洋人道親夫婦上週已立了清口愿，預計於
今春三月開佛堂，目下正向台灣前人報備，懇
賜壇號。祈乞上天助愿，期待道親們再接再
勵，陸續開佛堂的佳音捷報，馬到功成！大家
要曉得「人間一佛堂，天上一蓮花」。佛堂萬
分殊勝，更值今三曹普渡性靈的範圍甚廣，上
渡氣天諸仙，中渡人間芸芸眾生，下渡地府幽
冥鬼魂！超拔亡靈儀式，借其子孫之人「竅」
點「玄」，與人間眾生渡法相同，要渡一百人
才能超拔父母。師尊因父早逝未能盡孝，於是
跟隨耿老師開荒辦道，修道開佛堂，數年之間

渡了六十四位，心愿要超拔其父出苦海，可是
後續卻無法再渡人，由於師尊對道摯誠，耿老
師代其求路祖，懇祈老 寬容，故此， 諭：
允諾自後凡渡六十四人，就能超拔一層父母。
歸納而言：祈望大家學習馬的勤奮、忠
誠、馴良、矯健功夫，道務宏展、駿馬萬里、
事事如意。」頗具深意的祝愿。
春節大年初一，恭祝大家新春吉祥，大道
弘展，天下風調雨順，世界都國泰民安，人人
身體健康、豐衣足食。是夕在天緣佛堂團拜，
天緣佛堂平時已是窗明几淨，今晚擺設在佛桌
上加多兩盆金菊，几上放上兩盆鮮豔的蟹爪黃
菊，菊花之意表「長壽」。使小小的佛堂今日
顯得燈火通明，金碧輝煌，增加了不少「春」
的氣息。大家喜氣洋洋，互相拱手恭賀，氣氛
相當融洽。點傳師們都齊臨祝福賀喜，令後學
們心中充滿溫暖。蘇秉才學長首先以「天緣」
二字作一副對聯贈予大家：「天定佛堂於溫
家，緣結彌勒渡三曹」。其意是既然天定了
「天緣」佛堂讓大家於初一、十五開班來學習
共修道，就要努力普渡眾生成為彌勒眷屬。
接下來，因有這一句話，讓大家「入寶
山，不空手而回。」故蘇學長讓大家猜猜由陳
國文學長寫的揮春，藉此以吉祥語祝福大家。
例如：「駿馬騰飛」、「馬年報喜」、「金馬
獻瑞」、「福壽康寧」、「龍馬精神」、「福
慧雙修」、「一團和氣」、「子孫滿堂」……
今晚的活動擁有入世「在家」修的一切祝福，
亦含有出世修行的祈愿。希望大家藉此來造作
「善」業，種下「善」種在八識心田中，來世
必當成「善」種。在「身、口、意」十善中，
「口」已佔了四項，而這四項最容易做到。希
望大家口說好話，「身、意」也隨同到位。最
後趁此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時刻，恭祝大家
快馬加鞭，勇往直前，做一個渡人成全人的快
樂修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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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化人生

六祖壇經的六度波羅蜜
禪的宗旨就是教人「見性成佛」的法門。因此，
禪，「是要透過頓悟，度脫一切愚迷，直了成佛」。但
是「生命本身就是一個見性的歷程」，如果不在「生活
中見性悟道，便無從證悟成佛」。所以「禪是世出世間
法，不二圓融無礙的生命之道」。

布施是實現的空間
從前有三個人，覺得自己生活不快樂，便一起去拜
訪無德禪師，希望老禪師指點他們快樂之道。第一位說，
如果我能享受天倫之樂，有融洽的感情，就會覺得很快
樂。第二位說，如果我有很多錢，富裕會使我快樂。第三
位說，我希望有權勢，當了大官，別人看得起我，就會很
快樂。禪師聽完，就告訴他們說，難怪你們都不快樂。你
們不停的向外追求，心裡頭就產生了匱乏，追求感情，在
心理上就有了缺乏溫情的感覺；追求財富，就產生財務不
足的窮困；追求權勢，便引起對權力的渴求。人若不懂得
布施，便不會體驗到自己的富有。自己不懂得奉獻感情，
天倫之樂也就培養不起來。自己如果不好好做一番事業，
為社會服務，權勢又有什麼用呢？人如果不能奉獻，就會
窮困捉襟見肘。福報是從布施中得來！只有布施才能感到
富裕和自我實現的快樂。

持戒是自我的空間
生活的戒律是維持生活正常，身體健康，獲得正
等正覺的保証，洪恩禪師的「一室六窗」，真心不顯，
妄心反而成為自己的主人，時時刻刻攀緣外境，不肯休
息。所謂：「六根門頭盡是賊，晝夜六時外徘徊，無事
上街逛一逛，惹出是非欲問誰？」心中之賊所以蠢蠢欲
動，就是和貪、嗔、痴三毒相應，才能產生妄心、妄
念。我們平常就要都攝六根，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
禮勿聽，非禮勿動。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
行三好運動，自我戒律。

忍辱是性情的空間
忍辱對自心而言可以增加功德，對外界而言可以化
凶暴為和諧。所謂忍辱不是硬忍，而是要打開胸襟，包
容接納別人的意見。從前後學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氣，喜
歡當老大，常常得理不饒人，總覺得自己的最對，別人
的意見跟我不一樣，就是錯的，因此得罪很多人。直到
修學了佛法，學到星雲大師的老二哲學，你大我小，你
對我錯，才比較能夠圓融。

精進是自我的實現
無德禪師說了一段故事：有一個人死後，神識靈
魂來到一個地方，當他進門的時候，門房對他說：「你
喜歡吃嗎？這裡有的是東西任你吃。你討厭工作嗎？這
裡保證沒有事可做，更沒有人管你。」於是此人高高興

林心正

興的留下來，吃完就睡，睡夠就吃，三個月下來，他漸
漸的覺得有點不是滋味，於是跑去見門房，並要求道：
「這種日子過久了，並不見的好，因玩得太多，我已提
不起興趣；吃得太飽使我不斷發胖；睡得太久，頭腦變
得遲鈍；您能不能給我一分工作？」門房說：「對不
起，這裡沒有工作。」又過了三個月，這人實在忍不住
了，又向門房道：「這種日子我實在受不了，如果不再
給我工作，我寧願下地獄。」門房說：「你以為這裡是
天堂嗎？這裡本來就是地獄啊！」人如果沒有理想，沒
有創造，沒有前途， 漸漸腐化，這種心靈的煎熬，要比
上刀山，下油鍋的皮肉之苦，更來得叫人受不了啊！

禪定是智慧的空間
心裡平靜安定的人較能運用他的智慧去解決生活的
問題。因為禪定給智慧提供了孕育的空間。禪者認為待
人處事，要保持不被境界所牽動的態度，要保持不被貪
欲蠱惑的定心，要保持不被冒犯所激怒的平靜，能「不
生氣」，是多麼有智慧的修養，它包涵了「六度萬行波
羅蜜」的修行法要。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
自己。您能不生氣，是因為您已經用智慧觀照到緣起緣
滅，凡所有相皆是虛幻的道理，因為一切煩惱都是因攀
緣外境才有，我們若不隨境轉向，保持內心的平靜，就
不會為一些莫須有的事請而生氣。

般若是沒有障礙的心力
般若是諸佛之母。若無般若，則五度如盲。般若是
放下一切知識，理念，情感及色相之刻板印象和執著之
後，才發出它的悟性與慧性。馬祖道一禪師說：「它一
切具足，用起來非常方便。」般若法門是無諍法。要去
三心「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掃四相「人相、我
相、眾生相、壽者相」。我們放眼所及，如果沒有塵幻
的障礙，知道世間一切緣起緣滅，自然會看清楚真相，
深悟其中的禪味，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竹密不妨
水流，山高不礙鳥飛。
許多人以為禪是很玄很神秘的，事實不然，禪是
自己從種種貪婪和執著之中解脫出來的喜悅，閒適和
睿智，它完全表現於生活之中，所以禪家說搬柴運水是
禪， 行住坐臥是禪，揚眉瞬目是禪，澄心靜慮是禪。若
得以解脫煩惱，分別，和執著，便現出自己的「清淨法
身」，適應於千變萬化的行為角色。如您身兼女兒、妻
子、媳婦、媽媽、婆婆、老板、員工、老師、壇主、講
師，而能做好各種角色，便是「千百億化身」；在日常
生活中圓滿成功，就是「圓滿報身」。因此禪不但不神
秘，相反的，它是一種生命的藝術，它沃開了生命的花
朵，讓我們對自己生活報以微笑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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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眾的藝術
今天求了道要代天宣化，好比十個人站在
同樣高度上，我們比別人高了一層，你眼看見
別人比我們低，你不去拉拔人家，你仍然是那
個高度，這樣別人上不來，你也上不去，就算
你比別人高，也高不到那兒去。
世界上其實沒有一點「法」，有「法」是
在那裡？在你的精神意識而已。仙佛成仙成佛
有沒有法？不要以為仙佛是因為有「法」才成
仙成佛，其實只是因為憑著一顆救人的心。你
常用這顆心去做，人家就說你有「法」，一個
好辦「法」，而不是一個「術」。只要你的心
永遠對人好，你就是有「法」，因為你時時刻
刻都能夠變通。一個成功的人，他受苦在別人
的後面，他把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人活著，要把好的一面給大家，把快樂帶
給大家，這也就是我的「法」。
善用你們擁有的方便，大開法門，讓更多
的人能了解－－原來世間上，真有一條聖賢之
路。
今天咱們修道是為了什麼？（為了自己
的性命）自己的性命！還有這個「自己」嘛！
那就有「我相」嘍！你為什麼要說自己的性命
呢？自己要救，更不可忘了要渡人。渡人要如
何去渡？如何去化？
什麼叫「渡己」啊？我們每個人都有習氣
毛病是不是？能夠痛下決心去改，那就是渡自
己。為什麼我們都有習氣毛病？因為我們有貪
嗔三毒，那是我們過去累生累世所造的，這些
我們都要化掉啊，這可用我們智慧的燈去照，
就如太陽一樣，太陽一出來冰雪就會融化掉。
所以我們智慧的太陽要展露出來，渡自己。
「渡人」就是救眾生，但是要渡人也要先「正
己」，才能「成人」啊！要做得正才能夠成就
別人。
年齡大不大無所謂，看你的心，要是心老
了，即使十幾歲的小孩，他也是老了，所以心要
保持年輕。「渡眾生」是你們人的責任，今天，
天不言地不語，但是天四時週行而不殆，地能夠
長養萬物春天開花，秋天就落葉飄飄，冬天就
下雪，這些都是不變的道理，你們既然是萬物之
靈，能創好的事物，也能敗壞這個世界。

《摘自 老師的話 慈父般的叮嚀》

我們救人離苦海是一件功德啊，我們不是
欺騙人家，我們讓他離苦得樂是不是？所以不
要不敢做啊！也不要不想做！只要有做就會有
成。
正己而後成人，但正己成人也可兼可顧，
不是要你成佛後再渡人。
要迎合眾生才能善導眾生，你不能迎合眾
生，你如何去善導眾生呢？要諫言能夠迎合對
方，才能改變他，但你也不是同流而合污。一
個真正有智慧、有賢德的人是同流而不合污，
懂嗎？
渡人之前要了解這個人，渡人之後要關
心、鼓勵、成全，不只道理上的關心，還要生
活上的關照。如果本身力量不夠時，要向上稟
報，結合大家的力量成全，所謂團結力量大。
人家生病或渡好幾次都渡不成，怎麼辦？（繼
續以誠相對、關心，並到佛堂叩頭，請仙佛慈
悲讓他渡過難關）不要說－－這是冤孽病，仙
佛叫你要渡人，要捐錢，要人家發大愿，清口
茹素－－如果他三天後歸了，他們會說你們道
場是騙人的。所以要幫忙渡人，功德迴向給
他，改天他有能力渡人再來還。
渡人求道要導之以理，和他講道的根本，
我們應該怎麼做，生老病死這是我們人必經的
路，現在我們得了這個道，要好好珍惜，你用
幾分心你就得幾分，慢慢修，慢慢磨煉。一切
理、一切法、一切相都是解自己的心，你要了
解自己的心，才能進而了解別人的心，連自己
都摸不著，要如何了解別人、成全別人，所以
要從自己的根本入手。
眾生心裡想的不盡相同，如果連自己都不
了解，如何去瞭解別人、關心別人？
當你在成全別人，無法使其發心，你就應
反省反省，是不是今天跟他不契合，我說圓的
他偏喜歡方的，那就應換方的，再導之以理，
懂嗎？
你們渡人，沒想到一渡不好，就諉稱此人
根基不好，到底是你的根基不好還是他的根基
不好呢？渡不起來，拔腿就跑，是慈悲心嗎？
這是從地獄裡來的人想出來的心呀！與仙佛做
法差得遠，那不是下地獄嗎？雖然他緣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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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能結緣，但並不表示此人不好喔！
一個人不聽你講話的時候，你講再多也沒
用，是不是？一個人真正發心想要聽你講話的
時候，你只要講一句，或許不用講話，他也就
了解你的心意，你說這心念可不可怕啊？
你對別人好，別人也會對你好，有時候
這個還要看緣分，有的人一看就跟他不投緣，
有的人一看就跟他投緣。跟他投緣什麼話都說
盡，跟他不投緣就半句都不想講，其實這是人
的心裡在做怪，那都是自己的心沒有調整好，
所以這「心」是很重要的。心正就合乎道，道
是不簡單的，你們要慢慢學習，要慢慢地在道
場上滋潤，讓你的心慢慢接近道，把已經飄走
的心抓回來。
要救人不只光救人的肉體啊！重要的是救
人的靈性，懂嗎？這個肉體有限啊！
你渡眾生不是因為你喜歡他而渡他啊！
是怎麼樣呢？是你大悲心發出才渡他啊！懂不
懂？雖然這是簡單的道理，影響也很深喔！
你渡人來佛堂，讓他明理，讓他也學著你
渡人，成全人，讓他也吃素、免殺生、免造惡
業、斷惡因，將來有一天他歸去，回到老 的
懷抱成仙做佛，功勞是誰的？（引保師）
你們渡人成全人，不可執著於功德，你們
救人幫助別人的時候，是想到回報才做的嗎？
只是想－－他好可憐，淪落人間塵凡，今天是
坤，明為乾，或輪為雞、鴨、狗，千千萬萬年
都轉不完，永遠要在這個地方，等待最後一次
世界大毀滅－－這很可憐、可悲，是不是？
也許別人不歡迎我們，可是我們的心要效
法彌勒祖師，要有度量，學祂真正的精神，不
要只學外表。
修道如蓋大樓，你的需求是多大，地基就
要有多大，你要渡一百人，就要有容一百人的
地基。很多事情是要慢慢來的，欲速則不達，
修道要自然，不可過於做作，否則別人就感覺
奇怪囉！
眾生這麼多我怎麼救？只好順這個班的
氣，給你們契機，契機！再不就契合，契合！
不是說你方方正正就不能融入圓的，你是圓的
就不能融入方的。所以做人要圓融，圓融活潑
之後才能進入「道」中，所以不要執於自己的
想法。自己的想法不見得對，但是多方採納討
論，或許比自己的想法還好，那你又獲得更好
的了。是不是？

一個人能做很多事，但要選擇有意義的
來做，善事有很多種，看人飢餓，沒有飯吃，
給他東西吃，下一餐呢？還是一樣餓，一樣難
過，幫助他一時，不能幫他一輩子。而有意義
的是一輩子甚至萬世千千萬萬年，用什麼辦
法？（渡他求道）渡他求道後繼續聯絡，佛堂
是講道理地方，他在外面聽了人家講些不好的
閒言閒語，在外面聽了些吃的喝的玩的不好的
話，沒有聽到真正的道理，很可憐，我們就拉
他一把，讓他來佛堂，佛堂有好道理，讓他改
毛病，去脾氣，如果他不來，多鼓勵他來，一
次二次……不要覺得辛苦。
修道要修一輩子，留個名聲穩住心的本
體，穩住性的本體，所以我們沒有權利去貶視
別人，去瞧不起別人。每個人都是佛，只是今
天開悟了，或迷痴了，所以我們都沒有權利去
給別人安什麼名份。有時候成全不來，說他根
基緣份不厚。每一個人都是聖賢仙佛投胎轉
世，只是慢了一點，時機晚了一點，所以徒兒
們心量要打開，心量若打開，善惡都可以納
人，心若不開，你會看到善的，你也會看到惡
的，是不是就落入對待之中，有善必定有惡。
善惡之分別，除非居中，站在中間，不善、不
惡，才可實證。
救眾生這個字眼聽起來好慈悲，也夠輝煌
偉大。但是你如何去救眾生？譬如說你們知道
要孝順父母，但要是沒有修道，進入道場研究
的話，你們知道如何去孝順父母嗎？那麼你的
方向是救眾生，你們應該如何去做呢？
你沒有徹底了解天道，沒有徹底體天之
心，你有沒有力量去救眾生？
你自己修得不夠，智慧不夠，你如何去救
眾生？
你的度量不夠，你如何去救眾生？
你沒有恆心的話，你又當如何去救眾生？
這種種講起來都是問題，總之都是要從
你心裡上體悟的！為師說的都屬一種法而已，
然而體悟的還是你。悟者心與我，為師講的是
法，而你們能悟的話，就是你的心跟我連成一
體，皈化一切的大自然，人人應該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這個境界是無窮
大，無窮高。想要道法自然的話，不容易，所
以說要像爬樓梯一樣，從一個階層慢慢爬上
來。你有所急躁，就很可能會摔倒，所以要心
平氣和，安然體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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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o of Giving
The Tao focuses on the essence of
giving rather than the monetary value of
the gift. Often, in our consumer society,
we feel as if spending money on presents
makes giving meaningful, but nothing
can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We forget
that we all have the ability to give
presents that carry no price tags, and yet
possess value beyond price.
As the economy worsens, it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us to remind
ourselves of this truth. Consider the
following priceless presents — which
ones will you give?
1.The gift of smile. When you greet
people, why not give them a smile from
the heart? It takes no work at all to
transform an indifferent expression to
something that will make someone's day
a little brighter.
2.The gift of connection. Maintain
eye contact when you speak with others.
This is a simple decision that requires
little effort, and yet it can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n your communication.
3.The gift of kindness. A sincere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encouragement
or praise may not seem like much, but
its impact on another soul can go well
beyond your expectations.

by Derek Lin

4.The gift of assistance. Sometimes,
all it takes is a helping hand, or just the
offer to help. It may be holding the door
open for someone or volunteering in your
community. Even a small gesture of aid
can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not only to the people you help, but also
to you.
5.The gift of empathy. Put yourself in
the other person's shoes. What must they
be thinking? What must they be feeling?
This can be a very powerful gift, because
so often people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be understood.
6. The gift of time. Consider spending
quality time with friends and loved ones.
For instance, rather than giving kids toys,
gadgets or video games, make a real
effort to be with them. Tell stories; build
something together; create memories to
last for a lifetime — this gift has a value
that is infinitely greater than any material
present!
The Tao teaches that you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In this case,
it means you already have an unlimited
supply of the greatest presents to give to
others. Wouldn't it be a terrible waste to
not make use of them?
For more discussions on the Tao, please visit www.True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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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03/02/2014
03/09/2014
03/16/2014
03/23/2014
03/30/2014

班 長 道寄韻律
道化人生
金
剛
經: 郭 文澄
溫潔芳
陳秀珍
余月華 林心正 六 祖 壇 經: 林 心 正
呂柏欣 溫潔芳 創造生命之光 : 陳 秀 真
陳靜嫻 高子評 知命立命了命: 羅 煥 瑜
李良玉 杜梅瑞 道 的 寶 貴: 易 榮 熙

開班時間：每週日10:30AM- 12:30PM

專題講座
天道義理: 黃東山
一貫道義: 陳正夫
彌勒法門: 林宏容
道 德 經: 辜 添 脩
一貫道義: 陳正夫

點傳師賜導
辜添脩
郭詩永
辜添脩
陳正夫
郭詩永

全真道院經典研究英文班 (Tao Study Group 10:30AM~12:30PM) 負責人(Moderator)
林信价(Derek Lin)
內

全真道院道德培育班班程表

全真道院兒童讀經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吳振龍、游士慶
Allen Chen、 Eric Chen

中文讀經、禮節、道歌、道化人生

內

容

負 責 人
陳淑敏、杜梅瑞

中庸、成語故事、中文報紙、中文寫作

內

全真道院幼兒班班程表

容

負 責 人

唐 詩、基礎ㄅㄆㄇ、節 奏、勞 作

高子評

全真道院辦道輪值表
日

期

輪值點傳師

03/02 ~ 03/08
陳正夫

03/09 ~ 03/15

03/16 ~ 03/22
郭詩永

辜添脩

03/30 ~ 04/05
陳正夫

03/23 ~ 03/29
徐翠妤

全真道院午獻香/辦道負責人員
日

期
坤
乾

03/16/2014
03/09/2014
03/02/2014
陳靜嫻、武詩竹 溫潔芳、李良玉 陳秀真、譚覃光
陳恩弘、陳宣霖 盧清明、易榮熙 溫佳源、史振英

天緣佛堂

03/23/2014

03/30/2014

余月華、呂柏欣
羅日成、陳彥宏

陳心詒、陳品蓉
黃湧竣、陳柏瑋

03/01/2014 ( 二月初一 ) 三 關 九 口
03/15/2014 ( 二月十五） 因 緣 果 報

講師：徐翠妤 點傳師

班長／道寄韻律：林月慧

講師：譚覃光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鄧美燕

03/31/2014 ( 三月初一） 修 行 錦 囊

講師：羅孟軍 講 師

班長／道寄韻律：梁美蘭

櫃檯輪值表

全真道院天廚清潔輪值表
日期

03/02/2014 03/09/2014 03/16/2014 03/23/2014 03/30/2014

負責點傳師 辜添脩

郭詩永

吳韓衛
張書興

林貞伶
陳秀珍

天廚組長

徐翠妤
武詩竹
史振英

辜添脩

郭詩永

吳韓衛
張書興

林貞伶
陳秀珍

日 期
03/02/2014
03/09/2014
03/16/2014
03/23/2014
03/30/2014

負 責 人
鄭末子
蔡秋鶴
楊阿晟
鄭末子
蔡秋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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