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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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頌



極品/精選熟香烏龍茶
Premium/Choice Oolong Tea

+

1組NTD2,0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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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7LL6

⼿抄 #7 P56LL4~P57L4

業果總相
•業決定⼀切苦樂
•業增⻑廣⼤
•未造不會遇
•已造不失壞



廣論: P118L2

⼿抄: #7 P63L2~L9



師⽗開⽰:⾦貓因緣

⾳檔: 050B 20:53-26:26
⼿抄: #7 P64L6～P67L2





全廣 II 第151 講 (00:00 – 03:24 )

真如老師開⽰

讓善業像瀑流⽔⼀樣絕不停⽌

%E5%85%A8%E5%BB%A3%E4%BA%8C_0151(0324).mp3


如果稍有時間來反省的話，我們就要注意⼼要平靜⼀
些。就好像⼀個湖⽔，靜靜的時候才能夠映出天上的星星
和⽉亮；我們內⼼也是，寧靜了之後，才會發現⾃⼰⽣命
中更深⼀層的問題。所以步調不能太快、太雜亂、太匆促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就無法關注內⼼、無法看那些念頭
。所以在⼆六時中的⼯作中、學習中，在家庭中、⼤⼤⼩
⼩的這些事物之中，請⼤家要稍微放緩⼀下腳步。放緩腳
步做什麼呢？凝視⼀下⾃⼰的⼼。要記得三界中最恐怖的
就是內⼼了！因為最痛苦的根本存在於內⼼，所有的痛苦
的來源，是我們並未調伏的⼼。 [01′06″]



所以如果佛菩薩來到世間告訴我們這樣的真理，我
們在內⼼中能夠樹立這樣的⾒解，然後反覆地去練習的
話，⾃然會嚐到修習佛法的甜頭。你會發現：實際上改
變內⼼比改變外境容易多了，因為他⼈的⼼是很難把握
的。可是我們如果靜下來看⼀看⾃⼰的⼼，每天看⼀看
、每天看⼀看！⼤事看⼀看、⼩事看⼀看、凡事都看⼀
看！我們就會越來越熟悉⾃⼰的⼼，就是會熟悉⾃⼰對
境的時候那個套路，你會知道這個事情來了我會怎麼想
，是怎麼發⽣的，然後把它那個⽅向變成是向內調伏，
馴服我這顆未馴服的⼼。讓沒有⽣起的良善能夠⽣起來



沒有⽣起的寬恕能夠⽣起來；對他⼈的慈悲，對應該尊
重的⽗⺟親啊、師⻑、三寶，甚⾄⼀個陌⽣⼈、⼀個他
有情，我們都應該恭恭敬敬地對待別⼈。這樣的話，就
不會產⽣很多雜亂的、痛苦的這些因。所以每天起來的
時候，如果提⼀下這樣的正念，這樣⼀天的⽣活之中我
們就會少造很多惡業，因為我們會有⼀個正知⼒在關照
⾃⼰的三業。 [02′35″]

⻑此以往這樣地⽤功下去，⾃然我們就會習慣於遮
⽌三⾨的惡業，習慣在⾝語意上去造作良善的念頭。慢
慢地讓我們的善業像瀑流⽔⼀樣絕對不會停⽌，⽽且越
來越增⻑、越來越增⻑。



這樣的話，我們在現世的時候就會收穫⼀個平靜的、調
柔的、感恩的⼼；不會⽤語⾔去刺傷別⼈，或者對他⼈
的付出很⿇⽊，或者凡有事情發⽣都是他⼈的錯；我們
就非常容易反省⾃⼰；就會在⽣命裡發現很多很多美好
的、值得珍惜的事情、值得感恩的事情。 [03′24″]



P135~P136

業的果相:





命運→⽣命的軌跡 善念
(業果法則) (宇宙的真理)



#7 P91L2~97L5廣論 P119L5~LL3

修什麼？(要靠善知識)

• 斷惡修善,修改習性
• 對的增⻑,不對的扭過來



師⽗開⽰:
【⼜云：「雖有極少惡，勿輕
念無損，如集諸⽔滴，漸當滿
⼤器。」】

• 廣論: P119L8   
• ⾳檔: 051B 09:55-13:39

⼜云「雖有極少惡，勿輕念
無損，....

• ⼿抄: #7 P92L8～P94L7

LR-051B-(0955-1339).mp3


1’37

【⼜云：「雖有極少惡，勿輕念無損，如集諸⽔滴
，漸當滿⼤器。」】

雖然很⼩的⼀點點⼩的惡事，千萬不要忽視，
以為無關緊要，就這麼⼀滴⼀滴滴下來啊，⼀個很
⼤的容器集滿了。《地藏經》上⾯也這麼說。實際
上我們要曉得成千上萬的東⻄都是從什麼啊？從⼀
開始，這⼀、⼆、三、四這樣加起來，這個我們要
了解。所以我們往往忽視，唉！覺得好像⼩的⾺⾺
虎虎，你⼼裡⼀有這個⾺虎的話，完了！



1’37

你⼀直就這個起⼼動念始終在這個⾺虎當中，於是
呢你⼀⽣、⻑劫就這麼⾺虎過去了。這個很重要哦
！我們每⼀個⼈在這個地⽅檢查⼀下。我們很多地
⽅就是這樣的，⾃⼰莫名其妙，你實際上這個狀態
什麼呢？這個狀態真正說起來就是我們無始以來的
習氣，你如果不作意對治的話，你⾃⼰都不曉得在
⾺虎當中，就這麼⼀下就過去了。那譬如我們隨便
想⼀下吧！我們剛才好像上早殿，⾃⼰不曉得做什
麼，⼀下跑到那裡幾個鐘頭過去了。



1’37

乃⾄於⼀想，好像我們剛開學，⼀下⼜幾個⽉過
去了，中間做了什麼啊？你什麼事都不知道。所
以⼀再告訴我們，這個情況如果你不作意對治的
話，你就這樣，這個習氣就我們完了！這點是非
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所以為什麼你真正聽⾒了
以後，不要說：「唉呀，聽⾒了，好了！」回過
頭來書本⼀闔，你跑出去，你完了！那個時候務
必在放下書本的時候，你說：「現在要休息了。
」但是你為什麼要休息啊？



1’37

就是休息完了，氣⼒恢復了，那時候真正去努⼒去
做啊！如果說你在闔書本之前先有這個準備，然後
你跑出去的，你就想：「對了！現在差不多了，回
來要做了。」這個概念很重要，太多太多這種地⽅
。這個，所以我們任何⼀個地⽅，要懂得怎麼樣提
起來。這個「作意對治」這個四個字⼀直有⽤，從
下腳第⼀步開始就要了解。當然作意對治之前，第
⼀件事情先要認得你⾃⼰。如果你不認得⾃⼰的話
，那再也沒有⽤，再也沒有⽤！



1’37

再聽、聽多，再講、講得多，有很多⼈講起來：
「哎喲，我念了幾年書，我都知道！」⼀點⽤場
都沒有！不但是如此，反⽽啊，他因為就覺得知
道了嘛，就這個樣了，就這樣了！這種是最可憐
的，最可憐的！

所以在這個地⽅，我們特別要注意⼀下。這
個啊，所謂「⽔滴雖微，漸盈⼤器」，那麼這個
話⽤在我們⼼裡上，我們⼈⼈⽤得上的。我們每
⼀個⼼念很短的剎那，就這麼過去掉了，結果呢



1’37

現在我們回想⼀下， 「哎呀，我今年三⼗歲」，
三⼗歲就這麼過去掉了。⼤家想想看，對不對？我
今年六⼗歲，六⼗歲就這麼過去掉了。然後呢實際
上，我們這個事情還都在打妄想，唉呀，這個也放
不下，那個也放不下，還在造業，啊，好可怕啊！
⾃⼰不知不覺當中⼀⽣溜⾛，所以在這個地⽅這個
要注意的。



⽇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9

09⽉03⽇ ⼆ 如俊法師⼤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09⽉11⽇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9⽉18⽇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9⽉24⽇ ⼆ 如俊法師⼤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09⽉25⽇ 三 中秋普茶 – 藏茶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02⽇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09⽇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12⽇ 六 憶師恩法會 如淨和尚 林⼝體育館

10⽉16⽇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23⽇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26-27⽇ 六-⽇ 八關齋戒 如得法師 鳳⼭寺

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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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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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 ⽇ 中台禪寺⾒學之旅 ⼟豆學會 中台禪寺







幸福⽥⽇⽇春善⾏銀⾏

1899幸福⽥全體學員及護持幹部201818991017





⾝施

⼼施

和顏悅⾊施

⾔辭施

眼施

床座施

房舍施







善⾏⼩記
1.感恩冠忠約我⼀起去機場
接從P島回來的癌末師姐，
在⾞上我們共同分享彼此學
習的故事跟歷程，完全沒有
癌末的傷感，反⽽讓整段⾞
程充滿了歡樂跟喜悅
隨喜默默⾏善的冠忠
～偉雄
2.在內地的共學中．感謝冠
宗敍述了這位癌末的師姐在
p島期間的學習及⾯對病痛
的勇悍與正⾯思維．更感恩
老師對無限⽣命的開釋及加
持～深深隨喜偉雄＆冠宗
譲今年的中秋節更溫馨美麗
～冠宗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朋友搬新家，給她無限的祝福（品幀）
2.義賣《初心》護持（品幀）
3. 幫路人帶路(隆安)
4. 出席學術研討會當任志工(隆安)

善行小記9/11-9/17~
1.籌辦課間豐富的餐點🍒🍐🥐文鶯、杰昤.媛玲.必誠.允政.臣英.美蒨
2母班消文及財供養尼🙏雲淑
3.協助文鶯師姐將63盒美味的油飯送到各位師兄姐的肚肚裡。
😊允政
4.課堂中分享給師兄與小孩互動的方法，希望師兄受用😊允政
5.讓位給在候餐區等待的老奶奶👵雲淑
6.協助師姐搬運桌椅到遮雨棚下🛋雲淑
7.想盡辦法減少使用塑膠袋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肇鈺
8.感恩師長的教授觀察到自己一點小小的進步。在意見相左時，發
現自己從熱惱的心情慢慢地沈殿一直到平復，轉變到不再影響的喜
悅，那時間已經越來越短。隨喜🙏雲淑



#每⽇「⼀句話記錄善⾏」
1.中秋節⿎勵外甥參加企業營.(利益)
2.幫教練作宣傳.(俊毅)
3.中秋連假回彰化看望岳⽗⺟，幫他們買菜、煮中餐，兩老好開⼼(茂琳)
4.鄕下的⼈情味濃厚，早上遇到不認識的⼈，也都會親切地打招呼問候(茂琳)
5.最近老岳丈腦筋有點退化，同樣⼀件事可以說很多次，早上泡好茶，就⼀直叫我喝茶，⾄少
說了⼗次，⼼中不覺得煩，反⽽非常不捨，老⼈家待我如⼰出(茂琳)
6.老丈⼈家的⽊板床真硬，翻來覆去難以成眠，乾脆起來禮拜35佛，三輪之後衣服濕透，換
上乾的衣服躺回床上⼀覺到天明(茂琳)
7.戴著⽿機⾛在⼤街上，有位男⼦突然向前找我説話，原本不想理會，但想他可能是要問路，
於是拿下⽿機聽他説些什麼，他問說「你是不是xx國中畢業的」，就這樣和2位40年不⾒的老
同學相認，也被邀請進了國中line群組，⾒到久違的國中導師，所以說～⼀念善⼼，利⼈利⼰
(茂琳)
8. 隔鄰⽔溝旁有狗嗯嗯，拿起⾞庫⽔管沖洗乾淨。請社區管委會再宣導.（利益）
9.中秋節買給岳⺟老⼈家吃的不熱不冷温和補品，並與其聊的很多是過去的舊記憶事，岳⺟很
歡喜。（利益）
10.訪友在其辦公⼤樓⼀樓⾨廳樓梯間有⼀隻鳳蝶⾶不出去，拿傘讓它停再拿到⼈⾏道樹邊放
⾛，看它翩翩⾶舞，很⾼興.（利益）



44

善⾏銀⾏ 七種施 獲⼤果報基⾦

第47週 第48週 合計
眼施 265,697 1,772 267,469

和顏悅⾊施 167,142 1,783 168,925
⾔辭施 172,506 2,814 175,320
⾝施 200,240 2,674 202,914
⼼施 480,117 6,200 486,317

床座施 7,187 49 7,236
房舍施 15,453 23 15,476



休息









師⽗開⽰:
【《本⽣論》亦云：「由修善不善
諸業，諸⼈即成慣習性，如是雖不
特策勵，他世現⾏猶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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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亦云：「由修善不善諸業，諸⼈
即成慣習性，如是雖不特策勵，他世現⾏猶如
夢。】

這個話。由於我們修或者是善業，或者不善
業，平常你們習慣養成功這個不善的，或者現
在努⼒要努⼒去做善的，你養成功了以後變成
功習慣。現在實際上呢，我們每⼀個⼈都在我
們的習性當中，習性當中，所以真正修⾏就要
把那個習性改過來，就要改過來。那麼這個習
性是多⽣多劫⼀直會延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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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個習性養成功了以後怎麼辦呢？下⾯這兩句
話，注意哦！「雖不特策勵，他世現⾏猶如夢。
」你養成功了習慣以後，到下⼀世它現⾏的時候
，像夢當中⼀樣。這夢當中什麼意思啊？你在夢
當中夢⾒的你也不曉得，夢當中就是這個樣，跟
著這個夢境轉，對不對？現在實際上我們張開眼
睛，我們覺得⽩天不夢的是什麼？我們在無明⼤
夢當中！我們每⼀個⼈無明⼤夢當中，我們有我
們的習性，我們有我們的愛好，我們有我們的⾏
為，請問這個習性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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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沒有想過啊？喏，這裡就告訴我們了，這
個習性就是我們前⼀⽣養成功的。真正說起來，
後⾯會告訴我們的，這種潛在的習性就是等流因
果。由於我們前⽣就是這樣的，所以現在這個⼈
很勤儉的，這個⼈就宿⽣是⼀個勤儉的⼈；這⼀
⽣懶惰的，宿⽣就是個懶惰的⼈。所以你從他現
在的習性上⾯看，就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來：嗯
，這個⼈天來的，說天道來的⼈，這種⼈都是很
愛清潔，腦筋比較聰明；畜⽣道來的⼈，這個是
⾺⾺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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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這個⼈這種瞋⼼比較⼤的，他很容易發脾氣
，這樣，說毒蛇、猛獸啊這個脾氣很容易⼤；如果
那個豬啊這些東⻄，那個貪⼼特別強，是這樣；如
果猴⼦啊，牠那個散亂⼼特別就是這樣。所以這個
宿⽣，當然是⼀往分別，⼀往分別，這個就是宿⽣
帶來的。所以這個地⽅就是我們告訴，反過來我們
現在這樣也是如此。同樣呢，從宿⽣到現在是如此
，還有⼀點哪，不⼀定從宿⽣到現在，就是這⼀⽣
前⾯的會影響我們現在，這個很清楚、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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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眼前的⼀個念頭，什麼啊？就是前⾯這
個念頭的等流，就是跟前⾯相似。譬如我們現在
正在講，我們講，我下⾯繼續地講下去；你們嘛
聽，你們繼續地聽下去。如果你聽的時候全部精
神貫注地聽，聽得很起勁，下⾯⼀直瞪⼤了眼睛
在聽；如果你前⾯聽得沒有味道的話，你現在還
是含含糊糊，唉呀！看看鐘，還不下課啊，怎麼
樣……。哪！就是那個每⼀個不同的⼼情，就是
什麼？就是前後的這個等流⼼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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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剎那也是如此，然後呢前後年⽉也是如此，
然後呢⼀⽣，乃⾄於⻑劫都這個樣。

現在修就是修什麼？就修這個─對的，把它增
⻑；不對的，趕快扭過來。所以修⾏、修⾏，現
在我們開始了解了從哪裡修起。所以前⾯告訴我
們，現在正皈依─皈依法，皈依法要怎麼樣呢？你
要認得這個，現在先把那個⾏相告訴你，進⼀步
才告訴你怎麼改、怎麼修，然後呢得到什麼果。
所以這幾句話，好好地擺在⼼裡⾯，認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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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rt Remembers

當愛變成⼀種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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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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辰、張⼒允、焦定靖、羅文英、吳文鶯、盧彬
楊致文、吳景榮、吳秀容、郭燕燕、蘇來旺、謝賴美玲、林茵
謝⼀鳴、謝⼀秀、許書端、許立辰、郭明男、彭昱中
吳添成、吳東昇、蔡孟勛、王雅容、楊林順、蔡福安、李浚凱
李錦龍、陳秀英、張詔閎、雷孝興、曹周直⼦、曹嘉紋、
蘇梅玲、崔競文、陳尚耀 、黃麗珠、鄭家惠(全)、彭宏康
樓芮瑞玲、朱明書、廖明輝、吳林秀琴、李權峰、葉蘭芳
賴清林、陳昭宏、劉威麟、林柑、林⼦珊、陳國、何花



回向名單業病障者
李林春美、林簡阿⽟、吳思叡、劉張秀摟、李婉貞、古秀枝、
吳啟裕、陳蒔華、許展榮、謝詩蕓、陳筱文、郭吳秀英 、
蔡錦坤、林義翔、黃⼦渝、吳偉雄、陳淑釵、劉乃綸、江⾦章、
王盟凱、王惠德、戴旭平、王麗雪、劉慶平、朱健明、李潔忻、
蘇詠琳、蘇愛愛、關芷穎、梁潘正、張家瑋、周晞晴、梁淦榮、
張淑敏、曹麗娟、鄭璧君⺟⼦、曹麗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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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慧芊(8/9) 、謝美華(8/19)、劉⽯定(8/22)、王何尾(9/2)、

林秋風(9/5)、葉明德(9/9)、黃灶⽣(9/15) 、唐林⽉仙(9/16)

陳慧娟(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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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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