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鳳箜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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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稱本師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開經偈

（唐朝 武則天）



⼤乘皈依發⼼( 三遍）

諸佛正法賢聖三寶尊
從今直⾄菩提永皈依
我以所修聞法諸資糧
為利有情故願⼤覺成



曾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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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廣 II 第 109講
(03′26″ - 04′36″)

真如老師開⽰

給⾃⼰貼⼀朵⼩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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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





廣論 P66 L3













共下⼠

共中⼠

上⼠

四攝
六度

修菩提⼼

戒定慧
(三 學)

深信業果
皈 依

三惡趣苦
念死無常

佛果
究竟⾃利利他

解脫輪迴
三界皆苦

希求增上⽣
無限⽣命

增
上

⽣

佛果

發⼼

⾏



念死無常



世界上有兩種東⻄讓⼈是無法
直視的。





../%E5%BD%B1%E7%89%87/%E3%80%8E%E6%AD%BB%E4%BA%A1%E5%B0%B1%E5%83%8F%E6%8F%9B%E4%BB%B6%E8%A1%A3%E6%9C%8D%E3%80%8F%E5%B0%8A%E8%80%85%20%E9%81%94%E8%B3%B4%E5%96%87%E5%98%9B.mp4


【此復僅念今後邊際，定當有死，
雖皆共有，然⽇⽇中，乃⾄臨終皆
起是念，今⽇不死，今亦不死，其
⼼終執不死⽅⾯。】

廣論: P74 L7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2019浴佛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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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9

04⽉03⽇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10⽇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17⽇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23⽇ ⼆ 如俊法師⼤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4⽉29⽇
~

5⽉01⽇

⼀
~
三

禪修精進營 如得法師 ⿇布⼭林

05⽉08⽇ 三 廣論課 (浴佛）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15⽇ 三 廣論課 (正確拜佛）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22⽇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28⽇ ⼆ 如俊法師⼤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9

活

動

安

排

Q 1
(1-3⽉)

2⽉6-7⽇
2⽉ 8⽇

三
~
五

朝禮法會 如淨和尚 鳳⼭寺
宗仰⼤樓

2⽉16⽇ 六 提升營 法師 福智學堂

3⽉16⽇ 六 ⼀起種樹去 ⼟豆學會/慈⼼基⾦會
/台灣汽電共⽣ ⾦⼭中⾓ 珍珠灣

Q 2
(4-6⽉) 4/29~5/1

⼀
~
三

禪修精進營 如得法師 ⿇布⼭林

Q 3
(7-9⽉)

7⽉12⽇
~

7⽉13⽇

五
~
六

企業菁英⽣命成⻑營 CEO營 開南⼤學

8⽉25⽇ ⽇ ⾛⼀條藜家不遠的路 王志輝 喬⼤⾥仁園區

Q 4
(10-12⽉)

10⽉12⽇ 六 憶師恩法會 如淨和尚 林⼝體育館

10⽉26⽇
~

10⽉27⽇

六
~
⽇

八關齋戒 如得法師 鳳⼭寺



幸福⽥⽇⽇春善⾏銀⾏

1899幸福⽥全體學員及護持幹部201818991017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關心大樓管理員，鼓勵他們深蹲瘦身(
隆安)
2 溫馨提醒5/1(三)停課。部分同學參加禪
修營。感恩！
3 用文字感恩在生命中出現的貴人（品幀
）
4 服務家人，到頭份去顧孫（品幀）
5 朋友要整修房子，提供經驗，請她來家
裡參觀（品幀）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感謝所有志工的努力、學員的配合，禪三營
行政工作圓滿。(隆安)

🌞🥇善行小記♥🌼
1.參加禪修營，認真學習定心。（慶豐，逸
宏，淑雯，東昇，來于）

2. 溫馨接送同學。（慶豐，東昇）

3. 承擔菁英營護持工作，仍不忘時時細心
關顧每位組員。（淑雯）

4. 積極邀請好友參加菁英營，希望能饒益
對方生命。（東昇）

5.在國外出差，推薦多位公司主管參加企業
菁英生命成長營，做師所喜。（明杰）



今生今世

每年的4月18，就特別思念我的二位母親，一位生我，一位養我。
我是生母的第十個孩子，體弱多病的她，知道自己無法將我扶養長大。
生母和養母同住在一條不長的巷弄，往生前二度托孤，情節宛如一場古老的電影。
生母在我一歲多時離世，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追思的線索，我記不起母親的容顏，不知道她
可曾好好的看過我。
感謝養母，在她18歲的花樣年華，願意當我的媽媽，因著她的收養，改變了我的命運，讓
我有一個與親姐姐截然不同的人生。
能夠平平安安的活到從心所欲，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福分，我總是努力的過好每一天，
並且滿懷感恩。
特別感謝生我、養我的母親，感謝她們在我生命中所注入的能量，讓我走過悲歡歲月，依
然浪漫天真。
如今養母已經高齡九十，她除了重聽之外，算是健康，她還有很好的胃口，光是看她吃飯
，就讓人開心。

母親笑咪咪的對我說：「妳怎麼看起來這麼年輕，媽媽很高興看到妳過的這麼好。」

ps:這是一場難忘的約會，下午1:01遇到強震，媽媽緊緊抓住我的手：「還好有妳陪我。」



♥⏰善行小記📝🎁
1. 主動關懷參加禪修營同行的交通安排，將車借給
同學帶需要共乘的同學前往。（張權）
2. 法師大課認真思惟，提出可以讓大家一起學習的
好問題。（宗明、丞莛）
3. 法師大課選擇坐在第一排，全心投入，專注學習
。（偉雄）
4. 細心呵護每一位組員，還要兼顧菁英營的護持工
作，仍是優雅又有耐心的笑容面對每個人。（慈敏）
5. 錄製鼓勵年輕朋友的宣傳影片，協助卓青營的行
銷。（凱棠、宜燕、冠宗）
6. 一回國就立即歸隊上課，把學習放在心中重要的
位置。（培僑、瓊玲）
7.看著二組組員個個在忙碌著⋯隨時關懷著我們．在
關懐中也為我們寫下了善行曰記．隨時為二組支援打
氣⋯⋯我們可愛又溫暖～一秀班長
8. 完成年度家族旅遊，積極承擔陪伴長輩解決問題
的工作，讓一家大小非常開心，留下美好回憶～玉玲
9.幫忙隔壁獨局婆婆調整電視（後來還是沒搞定😂）
～偉雄
10.鼓勵親戚長輩利用時間持念六字大明咒去改善不
斷的妄想。曜明
11. 幫忙同事解決包裝問題 宜燕

♥⏰善行小記📝🎁
12.用我的車檔車，協助身障人士過馬路～偉雄
13.參加路跑時見有人不舒服，主動前往關心～偉雄
14.鼓勵長輩親戚持念六字大明咒及簡單的運動如外丹功等
等，期待減緩老化的現象惡化～曜明
15. 同桌佈菜 ～宜燕
16.隨喜美慧安排搭乘順風車到麻布山林，丞莛教授如何供
花，班長在我安住心，組長教導上課禮儀，有小燕跟惠南
在我就很安心，課後跟惠南Ruby玉貞留下來洗杯子 ～瓊鈴
17.觀想著二組與我們 一起在「麻布山林」共學禪修～慈敏
18.參加褝三營，擔任交通指揮及和菁英營的總䕶持到他班
，宣導和招募工作。 ~宗明

♥⏰善行小記📝🎁
1. 下雨天和同學共乘。～宜燕
2.邀請2019關懷組的組員們．歡喜大家來到我們公司．譲
大家彼此認識．交流。也為大家準備內湖的好吃甜點下午
茶～慈敏
3.兩個月前曾經鼓勵家鄉前輩每晚睡覺前靜坐專心持誦六字
大明咒，他最近發覺睡眠品質提升很多，現在家人全部一
起修練中，真欣慰啊！
4. 菁英營第一次培訓幫忙統計到場人數。-宜燕
5.在一培中．護持午餐供養法師 ～慈敏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將雨傘的水甩乾再進入大廳，避免造成地板溼滑(茂琳)
2.  參加禪修營，認真聽聞，學習靜心定心。（政杰,雪芳,利益,美仁,瑛瑛,孟玲,林松）
3.  擔任禪修營義工，提早到會場，盡心盡力安排大家學習的舒適環境。（利益）
4. 禮讓行動不便的長者先上電梯，自己走樓梯(茂琳)
5. 為感冒生病的好朋友殷重迴向，希望早日康復(茂琳)
6. 將超市內散亂的手推車歸定位，整齊排列(茂琳)
7. 鼓勵朋友對路邊的盲者行布施，並說明三輪體空的意義，且代他回向，希望為他種下善因。(麗美)
8.  昨天參加七月菁英營關懷組義工陪訓。如得法師開示講到策動內心要做的樂因，要現在好將來好的樂因去做
，這樣的觀念就會非常珍惜，包括作義工。(利益)
9.下雨天，快遞人員穿著雨衣進到辦公室區，地板滴得満地是水，不以為忤，請打掃阿姨迅速將水擦乾，避免
同仁滑倒(茂琳)
10. 同事忘了帶員工卡，幫忙她刷卡進入公司大門(茂琳)
11. 祝賀同仁平安誕生寶寶，母子均安(茂琳)
12. 隨喜利益師兄禪修營，下雨接送師兄姊來回餐廳教室。隨喜美雲師姊，回程接送邦媛班長及末学回家。隨
喜感恩如得法師第一次到禪修營教難懂的奢摩他及實作禪定。 祈顾大家有足夠的福德資糧，能有更深入的奢摩
他教授及實修。(媖媖)
13 感懐花蓮創始員工服務30多年，己退休突然無常，前—天到花蓮参加隔天的告别式。(媖媖)
14送佛学老師—程，才知有大陸4位女士特别飛來台北，希求藍老師為她們上4天客製的佛学課，順道去看看埸
所及認識—下。太好了，天賜良缘，趕快上课前加微信，請下載内地可使用的app. 希望結佛善緣。(媖媖)
15關心媽媽，安排多訓練認知方式如抄寫日文歌，...吃某些健康食材。(媖媖)
16.這個世界不管有什麼樣的喜悅完全來自希望別人的快樂。這幾天多次到醫院看住院媽媽，帶她到餐廳吃飯，
看她帶著鼻胃管開心的用餐，並與院方溝通早日不用鼻胃管餵食（政杰



🌞🥇善行小記♥🌼
1. 參加禪修營，認真學習定心。（慶豐，逸宏，淑雯，東昇，來于
）
2. 溫馨接送同學。（慶豐，東昇）
3. 承擔菁英營護持工作，仍不忘時時細心關顧每位組員。（淑雯）
4. 積極邀請好友參加菁英營，希望能饒益對方生命。（東昇）
5.在國外出差，推薦多位公司主管參加企業菁英生命成長營，做師所
喜。（明杰）

善行小記
1. 把蝸牛撿到路旁的花圃中，以免被踩到壓到。（一秀）
2. 送物資給生活困頓的朋友。（立辰）
3. 盡心投入菁英營規劃工作，勇悍擔任課程組長。（佳穎）
4. 細心觀察長輩行為背後的原因，發現原來是有自已不了解的真相
，反心自省。（韋君）
5. 法師大課，觀照坐在一起的別組同學。（嬌娥、婉菁、佳穎）
6. 細心觀察大家的善行並分享至善行銀行。（一秀）
7.观功念恩共学帮大家准备点心（娇娥）
8.购买残疾儿童点心，并将它分享给护理人员（娇娥）
9.指导17春130班全体学员下载澈见幸福，并告知内容及如何使用（
娇娥）

❤善行小記5/1-5/7~
1.謝謝老公陪同一起誦早課繞佛。
🙏肇鈺、雲淑
2.『勇於溝通』：小兒一早就對我
說不想上游泳課。待我了解狀況回
應他，當班上大部分的同學選擇不
上游泳課，不被影響是很難，至於
怎麼做完全在於用什麼角度去看待
事情，自己決定。接著就看到他把
游褲穿上，其實內心很激動，當我
希望孩子要學會選擇時也是強迫他
要成長，很值得高興的是放學後，
他說這次的游泳課，又進步許多。
謝謝！🏊雲淑
3.下午會議後載遠途而來的同學到
巴士站搭車。杰昤
4.晚上和班幹部ㄧ起到北苑班級宣
傳菁英二日營。杰昤
5.率團去泰國,推動GD綠裝修認證
。允政
6.更換11樓廁所的衛生紙。 雲淑



善行小記5/1-5/7~

7.謝謝已轉班的學員常常特地拿金門特產來班上廣供跟大家分享。🍠雲淑
8.幫媽媽按摩舒緩疼痛。💆雲淑
9.幫忙唱名5張回向名單。🗣雲淑
10.擺在師父法照前的一盆蘭花，突然掉落一朵花，靈機一動拿到佛前供養。🌸雲淑
11.陪娘家家人慶祝母親節餐，感恩媽媽的辛勞，餐後帶一行人去供養、浴佛。🙏雲淑
12.向沒有生意的老爺爺買花並供養。💐雲淑
13.陪夫家家人慶祝母親節餐，感恩婆婆的養育讓我有一位體貼老公。2雲淑
14.戰勝一回憤怒引發嘮叨、口出惡言的習性，讓自己平靜。🙆雲淑
15.參加菁英營護持一培課程。允政
16.擔任心靈生態高峰會義工。杰昤
17.幫朋友小孩來台旅遊規劃行程建議(美蒨)
18.幫忙腳受傷鄰居開大門，上下電梯(美蒨)
19.安頓好家裡(感恩媛玲照顧爸媽)，舒心地參加殊勝的4/29-5/1土豆禪三(必誠)
20.兩岸三地的兄弟姐妹齊聚一堂幫媽媽過母親節，感恩獨居的媽媽總是把自己照顧得很好，是我們學
習的典範。(美蘭)
21 協助朋友的獨居弟弟安排妥善的膝蓋手術(麗英）



42

善⾏銀⾏ 七種施 獲⼤果報基⾦

第1~24週 第25週 合計
眼施 153,940 33,567 187,507

和顏悅⾊施 79,665 33,928 113,593
⾔辭施 57,169 8,772 65,941
⾝施 100,074 8,800 108,874
⼼施 283,953 38,198 322,151

床座施 5,064 94 5,158
房舍施 2,735 835 3,570





恭敬法寶—焚毀法寶之咒語及儀軌

⾦剛⼒咒
『嗡 班雜 ⾙嘎瑪 阿雜瑪 吽 ! 』

『嗡 ! 尊已成辦眾⽣利 賜與相順諸悉地
雖現已⾄佛境地 祈願再度降來臨』

再恭敬地焚燒，或者⽤極細的碎紙機封碎。



休 息







回向
願此殊勝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淨除⼀切罪障
共成無上菩提



回向名單
業病障者

黃⾜、李佩璇、張⽻辰、張⼒允、焦定靖、羅文英、吳文鶯、蘇梅玲、
謝賴美玲、許書端、許立辰、楊致文、江⾦章、黃⼦渝、郭明男、盧彬
陳慧娟、蔡孟勛、王雅容、楊林順、蔡福安、李浚凱 、羅⼀華、李錦龍
陳秀英、張詔閎、雷孝興、吳添成 、吳東昇、崔競文、朱慧姬、陳尚耀
鄭家惠(全)、 彭宏康、樓芮瑞玲、朱明書、廖明輝、吳林秀琴、李權峰
賴清林、陳昭宏、李林春美、林柑、謝⼀鳴、劉威麟、林瑞財、林⼦珊
林簡阿⽟、劉⽯定、吳啟裕、吳施春江 居⼠

暨18春991班全體同學、幹部及其家親眷屬
業障、病障悉消除，⾝⼼得安康，學法無障礙



回向名單
往⽣者
李清萬(3/1) 、張盧雪⽟(2/26) 、羅淑貞(2/24) 、蔡謝梅(2/21) 

居⼠

往⽣善趣，得暇滿⾝，學弘宗⼤師圓滿清淨教法，
⽣⽣增上，直⾄成就無上菩提



禮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