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集嘛
米咩杰位得遷尖瑞錫（無緣⼤悲寶庫觀世⾳）

集咩堪北汪波蔣悲揚（無垢⼤智湧泉妙吉祥）

都繃⿇呂炯杰桑威達（摧伏魔軍無餘秘密尊）

崗尖客北⽵尖宗喀巴（雪嶺智嚴善巧宗喀巴）

洛桑札北霞喇受哇得（賢慧普聞⾜下作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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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波羅蜜多⼼經
觀⾃在菩薩 ⾏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五蘊皆空 度⼀切苦厄
舍利⼦ ⾊不異空 空不異⾊ ⾊即是空 空即是⾊ 受想⾏識
亦復如是 舍利⼦ 是諸法空相 不⽣不滅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 無受想⾏識 無眼⽿⿐舌⾝意 無⾊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 乃⾄無意識界 無無明 亦無無明盡 乃⾄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無罣礙 無罣礙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
想 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神咒 是⼤明咒 是無上咒 是無
等等咒 能除⼀切苦 真實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即說咒⽈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禮拜佛陀



換句話說，你先對這件事情不了解，現在你了解了
。那我們現在「相應」也是⼀樣，先文字了解，後來文
字的義理了解，後來義理當中的內容了解，要層層深入
。我們通常容易犯的這個⽑病，才學得⼀點⽪⽑，那⾃
⼰以為：啊！⾏了。所以真正要想學這個的話，藏地的
祖師們也好、印度的祖師們也好、漢地的祖師們也好，
沒有⼀個例外，告訴我們：最重要的濃縮起來兩句話 -
淨罪、集資。就是我們的障礙，這個如果沒有除，不可
能學得進去﹔資糧不夠，不可能學得進去！



因此現在在這個地⽅⼤家有⼀點要注意：平常我們總覺
得好像我是來學的，應該坐在這裡你來教我的。我有這
個資糧嗎？所以你們仔細去看看⾃然是了解，不要以為
在這地⽅好像來做點常住的事情，或者我不願意做不相
應的事情。實際上我們有幾個分別：不應該做的是不要
做；應該做、⾃⼰不了解的這種事情，常常⾃⼰不清楚
，我們要了解這就是我們最好的集聚資糧，資糧不夠你
要想修學佛法是絕無可能，絕無可能！這個不是⼀個語
⾔上⾯，我只能簡單地說，當你們慢慢地去深入的時候
，你們⾃然會感覺得很不⼀樣的內涵。[02′10″] 

(全廣II 00:19 –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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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廣 II 第 122 講 (03:53 – 08:03)

真如老師開⽰

淨罪、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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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邊我再講⼀下。通常我們學不下去的時候有兩種
反應，⼀種是什麼？怪外境，對吧？「如果環境不是這樣
的話，我就能學下去。」 「如果他不是那樣老是看我不對
，或者對我說了⼀些傷害我⾃尊的，或者讓我非常不舒服
的話的話，我覺得我在這環境裡還是不錯的。」或者「我
跟某⼈關係好，我還是不錯的。」這是⼀種什麼？原因出
在外境上。還有⼀種⼈就是覺得我⾃⼰笨啊，我⾃⼰怎麼
樣、怎麼樣啊！就是從⾃⼼的⾓度，他會覺得是⾃⼰不夠
。但無論是覺得外境不夠，還是覺得內⼼出問題，他的癥
結點都在於什麼？資糧未具。 [04′36″]



那這是不是給我們⼀個嶄新的思路？當我們遇到困
境的時候，我們會常常糾結於這個環境怎麼是這樣的，
和我想像的完全都不⼀樣，為什麼不像我理想的那樣呢
？⼼裡就產⽣了劇烈的求不得苦，⼼裡就是七上八下、
放不下。七上八下的感覺就是會不安、擔憂，怨⾃⼰的
時候會覺得沮喪，有的時候會覺得很孤單，或者很害怕
接下去會發⽣什麼。當這些種種的⼼情現起來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對諸如此類的⼼情和感受給它⼀個⾒解 - 實
際上，你不⽤想那麼多、怪那麼多事情，好好積資糧、
淨化障礙就可以了，除掉障礙就可以了？ [05′25″]



以前有些同學就說:「哎呀！我現在《廣論》學不下
去了。」有的⼈說到中⼠道就學不下去了，還有的⼈到
上⼠道學不下去了。說就是業障啊，什麼家裡事情......
講⼀堆。我說：「應該沒那麼複雜，好好地供養三寶，
看你會不會提起⼼⼒？」集資糧嘛！好好地供養三寶。
甚⾄班級裡舉辦⼀個⼩型的供養法會，⼤家都從家裡拿
點蘋果呀、拿點橘⼦啊，甚⾄有的⼈拿碗供⽔呀，拿⼀
個燈在佛前供⼀盞燈，我們去對殊勝境做供養。還有的
⼈念密集嘛、旋繞，還有的就是⼤家集在⼀起拜三⼗五
佛懺。供養過幾回之後，有⼀些⼈真的就好起來。他說
：「莫名其妙！我⼼情好起來了。」 [06′07″]



還有⼀直放在⼼上想的⼀件事情：哎！才下眉頭⼜
上⼼頭，就是擺脫不了那個⼈、就是擺脫不了那件事，
你就會發現就像⼀個網⼀樣，他把⼼完全塞到跟那個⼈
有關的事情裡，他就是抽不出⼼⼒來。但是⼀旦認真地
去緣念三寶、祈求三寶的加持，比如說念密集嘛、念三
⼗五佛，還有⼈念《⼆⼗⼀度⺟經》，這樣念，念⼀段
時間之後，他就發現：「欸！好像我好點了。」 [06′35″]

所以當⾃⼰感到⼼⼒不濟的時候，切記！不要瘋狂地向
⾃⼰的頭上貼超多的標籤：「我這個不⾏！那個不⾏！
怎樣、怎樣、怎樣......」，發了太多對⾃⼰的負能量的
這些⼼念，全部都是打擊⾃⼰的。



這樣打擊完就更沒⼒氣學了！本來是遇到困難了之後，
應該⾃⼰給⾃⼰加油；可是我們遇到困難之後多半都是
否定⾃⼰，釋放更多的負能量讓⾃⼰沒法消化，然後⾃
⼰把⾃⼰搞得非常地煩惱。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
對於「學不進去」這件事，沒有⼀個正確的看法，沒有
⼀個正確的知⾒。或者說：「那感覺是很真實的，我沒
能⼒呀！」可是感覺上真實的東⻄，經過正理觀察之後
，你會發現事實不是那樣的。我們的感覺，尤其是凡夫
的感覺，有太多的欺誑！ [07′30″]



所以，對於學不進去這⼀件事，沒有建立正知⾒，
就沒有辦法去解決它。當我們感到學不進去的時候，就
只能跟著感覺⾛。那感覺是什麼？就是真的不能學了。
可是好不容易「⼈⾝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
碰到學不下去這個障礙，沒有辦法解決嗎？師⽗教我們
就四個字 - 集資淨障，這便是解決之道啊！ [08′03″]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你能夠以⼀念清淨地禮
⼀下佛的話，這個功德
不可思議，不得了地⼤
，不得了地⼤！
• 廣論: P42L4
• ⾳檔: 23A 05:43- 05:59
• ⼿抄: #3 P220L1-P220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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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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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死是策勵我們……⽣的時候沒有修⾏，
沒有把惡業的因，經過懺悔淨除乾淨；

沒有將善業的因如法修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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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5 P181 LL5 ～P182 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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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思決定死
Ø 思死無定期
Ø 思死後除法⽽外，餘皆無益

廣論 p77 LL6-L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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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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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12⽇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15⽇ 六 提升營 法師 福智學堂

06⽉19⽇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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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行小記
1.財物供養僧。🙏雲淑
2.感恩一秀班長和美蘭組長的關懷，感受團體的溫暖。😘雲淑
3.謝謝慈心豐富的課程內容，拓展對地球的認識及整個環境對我們切身息息相關的問題
，值得我不斷學習及努力的地方。💪雲淑
4.陪伴身體不適就醫的長輩，並協助安排開刀等事宜。(麗英)
5.發心承擔2019菁英營關懷義工，作師所喜。(心賢)
6.下課後從學堂騎Ubike 6公里回內湖，綠能環保又健身。(美蘭)
7.主動跟學員分享如何設定Zoom上線關麥克風及影像，以解決其上線麥都是打開狀態
的困擾。(美蘭)
8.幫媽媽按摩邊持咒，一起觀看月光共學2則影片。💆📽雲淑
9. 下班後特地開車帶著開飲機去爸媽家（關西）安裝。允政😊
10.在騎樓撞倒一台腳踏車，幸好有位美麗的小姐快速攙扶，以致於沒有倒地，很感謝
她的相助。🙏雲淑
11.有了之前的經驗所以會特別留意天花板的電風扇是否開著，協助關閉設施節約能源
。😃👌雲淑



善行小記
12.行動不便杵著拐杖又有人攙扶身體才能走
動的老奶奶，供完香後我趕緊接手她的香拿到
香爐擺放。👵🙏雲淑
13.初來誦早課的師兄在繞佛時急著尋找要寫
回向名單，趕緊將手上的回向條遞給他填寫順
利進行繞佛。🙏雲淑
15.財物供養尼，也感恩尼的相助從車困中解
圍。🙏雲淑
16.謝謝母班班長的聆聽及意見疏解意志消沉
的我。😘雲淑
17.將馬桶內的大陀衛生紙撈入垃圾桶防阻塞
。🧻雲淑
18.持咒幫媽媽按摩(上週媽媽覺得有2個小時
竟然不會疼痛👍）。一起觀看祖師傳、月光共
學各2則影片並恭誦35佛。💆雲淑
19.幫助騎車的老奶奶撿拾掉在馬路上的帽子
。🤶雲淑
20. 今天晚餐🥣結帳後發現店家少算了180元
後立馬告訴店家後補上。允政😊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為同學們準備美味的點心（麗美, 林松,瑞河,
政杰,雪芳,家麟,麒州,妙如, 媖媖,美仁&弟弟 )     
2. 分享精采的學習思惟心得（麒州,瑞河)
3. 邀弟弟一起來上課（美仁）
4. 邀大哥參加企業菁英營（政杰）
5.聆聽喪偶的朋友傾訴(麗美)
6.開始每日與同修共學廣論手抄稿，以每日一講
進度，親近善知識喜樂且期盼。（政杰）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無償提供自家梁柱給鄰居方屋擴建依靠，同
時開放頂樓空間方便鄰居施工。（敬滄）
2. 歡喜分享女兒平安出世的喜訊。（志豪）
3. 自在開心的坐搖滾區上課。（惠德,威麟）
4 分享瘦身健康法給校友(隆安)
5. 關懷開刀的朋友，減輕她的疼痛感。（品幀
）



♥⏰善行小記📝🎁
1.協助準備早餐～宜燕
2、協助載物資～宜燕
3、協助載師兄師姐～宜燕
4.今日搭公車司機大名「顧齊家」，我說：顧先生，您名字真好，他說：「要做到，
才好。」。
謝謝班長常常叮囑我們要存款，要共同發心，要做才好～瓊鈴
5.自加入今年「生命成長營」關懷義工後．團體希望共造善業．鼓勵大家隨份隨力頌
六字大明咒及密集嘛⋯勉強的第一天起．逐漸成為分秒的習慣了⋯⋯不是自然的願意
．如今已歡喜的唸誦在每一刻～慈敏
4. 誦念藥師佛經回向教育園區高二學生家長～玉玲
5. 陪伴好友到郊外走走，緩解因罹患癌症心情沈重～玉玲
6.花了半小時的時間把家裡的螞蟻請到戶外去，並為他們做回向。 ～宜燕
7.看到球場有一隻死老鼠，功德迴向給祂。～偉雄
8.長輩（舅婆）身體不舒服，聆聽陪伴並且幫她按摩。～偉雄
9.協助搬行李～宜燕
10.近日忙於跟朋友推薦團體的成長營．希望介紹自己所學．所受用．分享給好朋友
們。來到我們這個大家庭～慈敏
11.幫助一位失智的老朋友買一套空氣清淨機並教他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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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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加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9B%BD%E5%BE%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8%A8%80




暇滿 ‧ 念死無常

Ø ⾛入修⾏之路最重要的助伴

Ø ⼀切就都放得下了!



⼈唯知道有來春，
所以留著來春穀。
⼈若知道有來⽣，
⾃然修取來⽣福。



無苦無出離，
故⼼汝堅忍。

（入⾏論）



念死、知苦

逆增上緣



學習廣論 我會思惟





影 片

百年之美

%E3%80%90%E7%99%BE%E5%B9%B4%E4%B9%8B%E7%BE%8E%E3%80%91%E5%8C%96%E5%A6%86%E8%AE%A9%E4%B8%80%E5%AF%B9%E6%83%85%E4%BE%A3%E7%9E%AC%E9%97%B4%E6%84%9F%E5%8F%9720%E5%B2%81%E5%88%B090%E5%B2%81%E7%9A%84%E8%BD%AC%E5%8F%98%20....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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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