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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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程



⽇期： . (五)～ . (六)

地點：桃園市開南⼤學

2 0
1 9

開始接受推薦



被推薦資格
公司負責⼈、實際經營者、企業
⾼階管理⼈、具實質社會影響⼒
、知名專業⼈⼠

⽇期： . (五)～ . (六)

地點：桃園市開南⼤學

2 0
1 9





全廣 II 第 115講
(01:04 – 05:16)

真如老師開⽰

我們遇到的法殊勝，是虛⼼學習的⼀個很好的緣起

%E7%A6%8F%E6%99%BA%E5%85%A8%E7%90%83%E5%BB%A3%E8%AB%96%E7%AC%AC%E4%BA%8C%E8%BC%AA_0111-0058-0524.mp3


那麼對於在佛教各宗各派學習的⼈，我們學
《廣論》的同學應該普同地恭敬，抱持著向別⼈
學習的⼼，因為這才是聽了法之後應該出現的⾃
⼰⾝⼼上的⾏為。就像秋天的穀穗，因為它很飽
滿，結滿了榖粒，所以它是深深地彎著腰的。⼤
家不知道有沒有到鄉下去看那個⽥裡⾯，很飽滿
的穀穗都是深深地彎著腰垂著，都快挨到地⾯了
。可是沒⻑多少榖粒的，它的頭是⾼⾼地仰向虛
空的，最直的就是沒有結果實的那些，或者結幾
粒的那些。



所以學得很多，正應該深深地彎下⾃⼰的腰去向很
多很多⼈學習，⽤最謙卑的⼼態學習更多、集聚更
多的資糧，這才是學了很多的樣⼦。 [01′55″]

說：「沒錯呀！我們學《廣論》，《廣論》很
殊勝啊！」《廣論》很殊勝，⾃⼰就殊勝了嗎？然
後說：「現在有學制，學制很殊勝啊！」學制很殊
勝，⾃⼰就殊勝了嗎？⾃⼰就比別⼈強了嗎？這些
觀點都是要拿來看⾃⼰，不然我們就會陷入師⽗說
的：「哎，我這個是最好的！然後你這個不⼀樣。
」



反正不管怎樣就是我比你好，師⽗說這都是驕慢的
惡習呀！不應該拿所學的法變成彼此間這種比較，
甚⾄貪⾃、瞋他造這樣的惡業，對別⼈來說也是很
不舒服。⽽且⼀旦看到我們這樣出去講話的時候，
別⼈就會想：「哎呀！這個學《廣論》的⼈是這樣
⼦的喔？眼睛都⻑到天上去了，眼裡沒⼈的啊？」
實際上師⽗教我們的不是這樣的，你看看師⽗的⾏
誼呀！師⽗對比他年輕很多很多的法師都是跪下去
就拜的，到什麼地⽅都非常注意不要打擾別⼈，都
非常⼩⼼地與⼈⽅便啊！ [03′03″]



這樣的事例其實是滿多的，有⼀次仁波切帶我們去
⼀個寺院，那寺院的沙彌們正在背經，那個時候⽉
亮剛剛升起來，沙彌法師們圍了⼀⼤圈，坐著在背
經。仁波切本來是⾛在最前⾯，我們是跟在後⾯，
忽然發現仁波切加快了腳步向前⾛去，然後⼜突然
停下來，莊嚴地整理袈裟，居然仁波切遠遠地就對
那些正在背經的⼩沙彌開始⼤禮拜哦！在銀⾊的⽉
光下，仁波切雙⼿舉過頭頂、非常恭敬地禮拜的⾝
影，深深地刻在我的⼼裡。 [03′49″]



我也跟⼤家說過⼩阿喀。⼩阿喀非常非常尊敬
他⾃⼰的上師 - ⼤阿喀。有⼀次在給我們講現觀的
時候，那時候⼤阿喀⾝體有點不好，⼤阿喀的侍者
就來請⼩阿喀說：「上師叫你呢！」⼩阿喀⾺上就
從座位上起來，⾛到⾨⼝的時候，發現⾨外有很多
僧眾的鞋⼦，阿喀在這個時候他都沒有從那個鞋⼦
上邁過去，⽽是彎腰哦，七⼗多歲的上師，彎腰⽤
雙⼿把那些鞋⼦輕輕地撥開、恭敬地撥開，撥出⼀
條路⾛過去了。在那麼緊急的狀態下，他連僧眾的
鞋⼦都不會邁過去。 [04′40″]



所以看看⼤德的修⾏啊！「廣聞善於修要」
的⼈應該是⼀個什麼樣的⾏誼呢？看看我們這些
善知識的⽰現，⾃⼰就應該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遇到的法殊勝，那不能⾺上⾃⼰就
變殊勝；學制殊勝，也不是⾃⼰驕慢的因，⽽恰
恰是⾃⼰要虛⼼學習的⼀個很好的緣起。⼤家覺
得呢？ [05′16″]



學習廣論 我會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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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廣論 我會思惟



Ø 抱持謙卑向別⼈學習的⼼ :  集更多資糧

Ø 學習的法（觀點）都是要拿來省察⾃⼰
Ø 我們沒有能⼒去觀察別⼈過去⽣多有善根

(易看過失)

全廣II 115講 （ 0:00~3:03）



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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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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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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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死的練習-

做⾃⼰的送⾏者

吳偉雄



凡夫⼼
Ø 知道必死，假裝天天不死

Ø ⼼中有苦， ⾝外去求， 苦無盡頭

Ø 不確定⾃⼰存在的價值，卻⼀再
想要肯定⾃⼰的存在



⽣命的真相: 無常
粗：死無常

細：⼼剎那⽣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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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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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 六 提升營 法師 福智學堂

Q 3
(7-9⽉)

7/12~7/13
五
~
六

企業菁英⽣命成⻑營 CEO營 開南⼤學

8/15~8/28 愛島 ⼟豆/向⽇葵 請法團 加拿⼤
愛德華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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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同學下週來上課，個人對＂念死無
常＂特別喜歡。(隆安)
2 給思念母親的學生擁抱（品幀）
3 一路上向山友問好(隆安)

♥⏰善行小記📝🎁
1.早上晨跑時見到流浪漢（他本人不在）的
腳踏車倒了，東西掉滿地，幫忙收拾撿起
來。
其實我已經當作沒看到走過去了（因為嫌
髒），但後來還是走回去收拾～偉雄😂
2.每年在此時．我總會辦個台灣春旅．與老
朋友及同學聚會．聯繫話家長．有了這樣
的旅遊．互動了這份老感情～慈敏
3.晚上同事上完青廣班，我先不順路送他回
家而後歸，雖然錯過了和小女兒說晚安的
時間，但還是很高興。冠宗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在日本電車上讓座給年長行動不便的長
者(茂琳)
2. 讚美日本子行的主管非常細膩的管理，
有條不紊(茂琳)
3. 出差在外，仍然每天早起做大禮拜佛懺
(茂琳)
4. 在仁愛中運動見走廊有堆死碎蝸牛🐌、
用掃把掃完即加水涮黏液 免學生老師滑倒
(林松)
5.陪兄弟姐妹們過母親節，一起億念感恩
母親(麗美)



善行小記5/8-5/14~
1.買花供衆供養。🌸雲淑
2.感恩班長的課程安排-浴佛。🙏肇鈺、雲淑、翰昇
3.幫媽媽剪指甲、按摩。💆雲淑
4.協助獨居的八十歳親戚突發心臟疾病就醫住院（青濤及麗英）
5.因想弄清楚，發了私訊向老公瞭解事情原委，誰知老公就突然退出家人群組，兒子在問
怎麼了？搞得我心裡很不好受；想起一秀班長曾講過的1對夫妻的喻，果真是對錯不重要
，苦樂才是關鍵！(美蘭)
6.職場是最容易起煩惱的地方，起先明明耐著性子跟工廠財務主管說會計師的資料哪裡錯
了、沒考量到什麼，還把相關佐證資料貼在Line給她看；誰知主管仍一副狀況外，一把火
就上來了，天啊，那可是她審閱過的自家資料耶...所以，持續學習很必要，才能跟著善知
識學習如何掌控自己的心不讓煩惱侵損。(美蘭)
7.終於揮別惱人咳嗽，迎向陽光和風去碧湖快走7.5km，太久沒運動，走完手指感覺充血
般腫脹；湖畔看到1外傭悉心照料輪椅上長者，很是感動，也很慶幸自己能有暇滿身，更
需珍惜把握；隨手撿拾登山步道上塑膠垃圾，讓環境更美好。(美蘭)



親愛的大大們，賺資糧的機會來了！*

本週三（5/15）輪到我們三組護持點心，我們齊心齊力來成辦吧！♥

目前安排如下：
1. 照燒豆包卷
香脆杏鮑菇
香菇滷瓠瓜
（以上淑雯護持）

2. 厚燒餅70個
（明杰護持）

3.水果2-3種
（慶豐護持）

4.好吃的傳統美味
（志立、語婕護持）

5.滷味（東昇護持）

讚👍⬆ 全數安排妥當！

但是缺幫手喔
要有人早點來幫忙擺盤及切水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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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 息



團隊精神 – 如證和尚



真實⾯對無常

⼼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
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經)



廣論: P76 LL1-P77L1

【為後當來世間義故，未能滅
除諸惡趣因，未能成辦增上⽣
因，決定勝因，即便沒亡⽽應
恐怖。】



師⽗開⽰:
為後當來世間義故，未能滅除諸惡趣
因….

• 廣論: P76 LL1 – P77 L1
• ⾳檔: 38A  18:01 ~20:54

為後當來世間義故，未能
滅除諸惡趣因，…..

• ⼿抄: #5 P181 LL5 ～P182 L10 



下⾯這個才是我們應該害怕的：我們現在了解了，這
個⽣命這麼地迅速；然後這⼀⽣⾺上要死，死了以後
，眼前親愛、可愛的東⻄都失去了，這⼀件事情是無
法可想的。那麼有⼀件事情，卻是我們做得到的，哪
⼀件事情啊？說眼前我們趁這個⽣命健在的時候，是
不是我們能夠種了、積了種種的善妙之業，還是我們
沒有積善妙之業，造了種種的雜染惡業？因為雜染的
惡業造了以後，將來要把我們送到三塗去受苦；那麼
善妙之業的話，卻是讓我們超升⼈天，乃⾄往⽣淨⼟
。



所以我們真正害怕的，是害怕的 - 說，哦，還沒有把惡
趣的因消除掉，這個要害怕；我們也要害怕，說增上⽣
的這個因還沒有修持，那個時候要著急，這個才是我們
真正著急的。所以念死是策勵我們：既然⼈⽣這麼快地
死亡，死亡了以後，眼前的東⻄⼀樣都帶不去，只有造
的業，這個業會影響我們將來上升或者墮落。所以我們
想到這裡，真正重要的，著急在什麼？說，在⽣的時候
沒有修⾏，為了這個事情⽽怕，怕沒有把惡業的因，經
過懺悔淨除乾淨；怕沒有將善業的因如法修持，⽽好好
地繼續積聚。在沒有完成這件事情之前死亡，那是恐怖
的。所以我們要恐怖的，恐怖這⼀件事情。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影 片

聖嚴法師談⼈對死亡的恐懼

%E4%BA%BA%E5%B0%8D%E6%AD%BB%E4%BA%A1%E7%9A%84%E6%AD%BB%E6%87%BC--%E7%80%95%E6%AD%BB%E7%B6%93%E9%A9%97%EF%BC%88%E8%81%96%E5%9A%B4%E6%B3%95%E5%B8%AB-%E5%A4%A7%E6%B3%95%E9%BC%93%200775%EF%BC%89.mp4


⼈類因未知⽽恐懼死亡，
因恐懼⽽懂得珍惜⽣命。

聖嚴法師



現需畏死
臨終則無所恐懼



念死三決定

1. 思決定死
2. 思死無定期
3. 思死後除法⽽外，餘皆無益



影 片
她去過天堂 - 死⽽復⽣的⽣命經歷

2014.08.03%E6%96%87%E8%8C%9C%E7%9A%84%E4%B8%96%E7%95%8C%E5%91%A8%E5%A0%B1%EF%BC%8F%E5%A5%B9%E5%8E%BB%E9%81%8E%E5%A4%A9%E5%A0%82%20%E6%AD%BB%E8%80%8C%E5%BE%A9%E7%94%9F%E8%80%85%E7%9A%84%E7%94%9F%E5%91%BD%E7%B6%93%E6%AD%B7.mp4


暇滿 ‧ 念死無常

→⾛入修⾏之路最重
要的助伴

→⼀切就都放得下了!



無苦無出離，
故⼼汝堅忍。

入⾏論云



念死、知苦

→  逆增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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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