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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頌

You are by My Side

《 2017憶師恩法會讚頌・You are by my side 》 (1).mp4


溫故知新



看得遠，能替將來作規劃
準備的人，才是贏家



無限生命

(假設一)

只有一生

(假設二)
結果

相信

無限

生命
大賺 小賺 ＋

不相信

無限

生命

大賠
不賺

不賠 －



死亡來臨時，身體和能力都會
消失。財產、權力、名聲和朋
友都無法帶走。我們帶走的，
是心識修行成就，和一生業力
的輪迴因果。

--達賴喇嘛



如何讓我們的生
命轉彎呢？



命運→生命的軌跡

(業果法則) (宇宙的真理)



人是萬物之靈
人可經過教育增加知識，
透由經驗提高能力，
加上發揮創造力。

所以，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嗎?

(請討論)



出生? 家世? 財富? 名利?
不老? 無病? 不苦? 不死?

舉例: 1.含著金湯匙出生
2.不怎麼用功，但考高分。
3.突然天時地利人和賺大錢了。
4.順利升官
5.到手的生意說沒就沒。
4.非常健康，說走就走。

…



我努力一分，
就能成功一分嗎?







業果道理的四個特徵



業果道理，如是說~

1. 業決定一切苦樂
此生的苦果與樂果，是來自哪裡? 
你曾經做過的因 (你曾經造的業)

2. 業可以增長廣大
一重又一重，倍倍增加、擴大

廣論 p117, 118



3. 業未造不會遇

你沒做過的因，果不會發生在

你身上

4. 業已造不失壞

只要做過了的因，遲早一定會

感果。

廣論 p120



我的前世到底是誰

%25252525E9%2525252599%2525252584%25252525E4%25252525BB%25252525B62-4 %25252525E6%25252525B5%25252525B7%25252525E5%2525252580%25252525AB%25252525E5%2525252587%25252525B1%25252525E5%252525258B%2525252592(10%25252525E5%2525252588%252525258655%25252525E7%25252525A7%2525252592).wmv
我的前世到底是誰 _ 《 與善知識心靈對話 》 (1).mp4




人生是非題
現在 未來



【業決定理者。…業增長廣大者。…
所未造業不會遇者。…已造之業不失
壞者。……】

廣論 P117 LL6-P120 L7。



師父開示:

業的四個大綱

• 廣論: P117LL6-P120L7

• 音檔: 50 B  5 :13   - 7 : 27  

這個整個的業分四個大綱…

• 手抄: #07 P56 L4～P57 L4 

130B.MP3
業分四個大綱.mp3
業分四個大綱.mp3


師父法語

這個整個的業分四個大綱

，這四個我先說一下：

師父法語-業的四個大綱

業分四個大綱.mp3


第一個業決定理，第二個

業增長廣大，第三個業沒

有造碰不到，第四個造了

以後，絕對不會失去。



這個業的特別的行相，我們

要把握得住，要把握得住。

一切的苦樂都有它的原因，

你造什麼業，就感什麼果，

絲亳不差，這第一點。



還有造這個業本身會增長

廣大，造小小的業，會增

長廣大變成功很大的果，

這個還有這個特質。



第三個呢沒有造的業，絕

對碰不到。造了，絕對不

會失去，這是第四個。如

果我們了解了這一點，



對眼前的事情，沒有一點

好抱怨。不管是任何一點

的苦樂，不要抱怨，抱怨

誰？抱怨自己，



你造了，就是逃不走；你

不造，絕對不會碰上你，

絕對不會碰上。所以這個

道理我們千萬要把握得住，



你如果能夠把握得住這點

的話，眼前的很多的是非

等等都沒有了，一點都沒

有了。



萬一有什麼不對，你總會

反省嘛，很簡單。然後你

反省淨除，欸，解決嘛！

反之，你不懂得這一點，



嘀嘀咕咕去的話，那輾轉

增上是越弄越糟，越弄越

糟。現在所以我們一般世

間是未嘗不想找快樂，



未嘗不想去除苦惱，得不

到辦法，所以叫做緣木求

魚，南轅北轍，越跑越遠

哪，越跑越遠。



課程安排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8

4月11日 三 禪茶 周顯照師兄 英雄會館

4月18日 三 沒有倒楣這件事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4月26日 四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4/29（日）~

5/02（三）
禪修營 如證和尚 麻布山林

5月02日 三 幸福自己創造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5月09日 三 生命答案在廣論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5月16日 三 廣論課始業式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5月24日 四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5月30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8

6月06日 三 與心鏞談「善果」 嚴心鏞師兄 上善豆家

6月13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6月20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6月28日 四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7月04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7月11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7月18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7月26日 四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休息

《 深夜心音 》一輪明月_吉他版.mp4


影 片

理想的母親

理想的母親 日本 廣告.mp4


命運是怎麼被決定的?
Change your thoughts and you 
can change your world.

改變思想，就能改變世界。

--「積極思想之父」皮爾博士





40

想要～



翻開經典～尋找答案



42

想要～活得久又身體健康

你會怎麼做呢？

壽量圓滿

因：不去傷害生命、不惱怒他人

懂得保護生命、細心照顧病人



43

想要～長得好看，人見人愛

你會怎麼做呢？

形色圓滿

因：不能常生氣

對人和顏悅色

到寺院供燈禮敬



44

想要～不缺錢，人脈廣

你會怎麼做呢？

自在圓滿

因：樂善好施.不吝嗇幫助別人







台大副教授謝煥儒遭
吸毒更生人打死事件

公案討論：

自由時報, 2007/7/24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43098

素食豬的由來 養豬戶駱鴻賢的覺悟 9'50''.mp4


因正則果圓

有人罵我以前我罵別人

我罵回去 有人罵我

過去 現在

未來



49

因正則果圓

有人罵我以前我罵別人

我不罵回去
(做不同的選擇)

過去 現在

未來

別人不會罵我



50

因正則果圓

有人罵我以前我罵別人

我不罵回去
(做不同的選擇)

過去 現在

未來

別人不會罵我



因正則果圓

人人喜歡我以前我做了
正確選擇

我現在要？？？

過去 現在

未來



【流浪汉_美国新闻_国际热点新闻】拾金不昧 美流浪汉善举换重逢.mp4


總結今天的學習





只要相信業果法則，

現在 未來

都在改變自己的命運。







1. 繼續練習觀功念恩
2. 觀察自己的善念

回家作業



The Prayer

歌曲欣賞

the prayer 中文歌詞.mp4


下星期三5/09 

「人生的答案在廣論」

一輪明月吉他版

一輪明月_吉他版.m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