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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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jnJrRxVZs

佛面猶如淨滿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jnJrRxVZs
%E3%80%8A%20%E6%B7%B1%E5%A4%9C%E5%BF%83%E9%9F%B3%20_%20%E4%BD%9B%E9%9D%A2%E7%8C%B6%E5%A6%82%E6%B7%A8%E6%BB%BF%E6%9C%88%20%E3%80%8B%20(online-video-cutter.com).mp4


打開廣論拜⾒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FOeFbstL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FOeFbstLg


師⽗對我們的恩德最重的是法恩

師⽗說：「只要你們不退，我會永遠
陪伴你們。」其實他還有⼀句話：
你退了，我會讓你再⽣起那樣的⼼，
我是不會退的。」

https://reurl.cc/K6pl6n


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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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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5~P136

業的果相:



「雖有極少惡，勿輕念無損，
如集諸⽔滴，漸當滿⼤器。」

廣論: P119L8   



我的習慣是如何養成？
我有什麼習慣想改卻改不了？

可能改變嗎？



影片

The Power of Habit
為什麼我們這樣⼯作,那樣⽣活?

The%20Power%20of%20Habit%E2%94%80%E2%94%80%E7%82%BA%E4%BB%80%E9%BA%BC%E6%88%91%E5%80%91%E9%80%99%E6%A8%A3%E7%94%9F%E6%B4%BB%EF%BC%8C%E9%82%A3%E6%A8%A3%E5%B7%A5%E4%BD%9C%EF%BC%9F.mp4


⼗業道
⾝三：

殺⽣、盜(不與取)、淫(邪⾏)
語四：

妄語、粗惡語、離間語、綺語
意三：

貪欲、瞋恚⼼、邪⾒(癡)



綺語：沒有意義的話

• 業最輕，⼀開⼝就犯
(與法不相應)
• 所有⽑病都從此根本犯起
• 靠正知⾒去作意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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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行小記📝🎁
1.為二組藏茶寫下
秋月品茗時
共甕待庚子
二組齊心
一路善良
一路芬芳
己亥秋月．藏～慈敏
2. 陪伴高中好同學，傾聽她近來面臨的困境，安慰鼓勵她低落的心情。因緣巧合地，帶她到13樓佛堂向諸佛菩薩
、師父和老師祈求，為未來學習廣論種善因～玉玲

3.此次大陸出差時，幫位越南人在搭動車時，指出，他要去的車站，他完全不懂中文。並祝他出差順利～宗明
4.日本出差搭乘國內線航班時、替一對歐美小夫妻、協調機上換位子的相關事宜、讓有情人終成眷屬、舒服😌凱棠
5. 喜事一樁
當媒人婆到羅東去協助兩個家庭的喜事．牽起新娘的手．祝福新人恩恩愛愛愛．白頭偕老🌹慈敏
6.協助一位脊椎骨破裂的朋友找到名醫，當他家人去掛號時却要排到三個月後，痛苦難耐啊！再次請朋友幫忙很幸
運地提前到即克就診，不潰為名醫整個醫療規劃譲朋友充滿信心與希望。這次很有体悟到要以小善而為之道。曜
明
7.祈願颱風來襲全台平安無災情~瓊鈴
8.早上取車時，看到車旁有一隻麻雀屍體，幫忙帶去埋在土裡，也算不讓祂曝屍街頭，阿彌陀佛～🌹偉雄
9.提醒鄰居地上濕滑， 小心行走。 宜燕



#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教師節5:00出門陪同外國交換學生參加孔廟為孔子誕辰2569週年釋奠典禮，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之後又帶他們吃在地味早餐.（利益）
2.協助學供養師長（麗美）
3.陪長輩吃飯、聊天、關懷、整理家務（麗美）
4.順手撿拾路邊塑膠袋，防路人踩到滑倒（麗美）
5.誦經回向往生者及病障者（麗美）
6.再做一次零錢布施，將身上剰餘的英鎊零錢全部佈施給國際兒童組織(茂琳）
7.心中一直存在一個想法：在國外旅行期間所值遇的每一個人，都要非常地珍惜，因為這一輩子可
能只會見到他/她這一次而已，所以一定要面帶笑容，廣結善緣(茂琳）

8.在飯店的電梯口附近發現有不慎打破的玻璃瓶飲料和滿地的碎玻璃，先將碎玻璃集中在一處，避
免傷及旅客，然後通知飯店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茂琳)

9.心中滿滿的感恩，感謝機長和空服員團隊，把全機的乘客安全、舒適地送抵目的地(茂琳)
10.颱風來襲，祈求佛菩薩庇護眾生都平安無事(茂琳)
11.訪親友提供有關安全裝置供參考，照護老幼更安全放心.（利益）
12.公司開會傳達觀功念恩及要能善果的觀念。（利益）
13.返鄕探顧住院老父（林松）
14.帶12位家人、朋友法國波爾多區單車七日旅遊（政杰）
15.與同是福智學員岳母、大姨（在P島）同修三地連線固定全廣共學（政杰）



第5組善⾏⼩記9/25-10/1 ～
1.中秋普茶-藏茶活動上勇悍上台分享⼀年來的學習⼼得，⽤法供養，表達對師⽗的感恩！(允政、宜群)
2.在全廣∥CEO共學分享⻑達四個⽉周旋於新外傭 、洗腎婆婆、先⽣間的各種境界及轉⼼歷程；感恩⽣命中值遇宗⼤
師清淨圓滿教法，透過善知識的殊勝教授，祈求智慧能開、法能入⼼、升起合量的覺受、對治煩惱苦受、解脫⽣死輪
迴。(純美)
3.週五下班回到內湖下⼤雨，跟南京東辦公室沒啥雨差距甚⼤，⾒有未帶傘淋雨者，主動共同撐傘擋雨。(美蘭)
4.感恩貼⼼的慈敏⾒末學在全廣ll文字提問有關謗法認定疑問及如何避免之，共學後⾺上私訊師⽗開⽰的世親菩薩謗
法公案給末學，並留語⾳訊息給予⿎勵，真的是揪感⼼ㄟ，謝謝慈敏！(美蘭)
5.學習廣論⼼得分享

⾸先 先感謝美蘭組⻑ ⼀秀班⻑ 及班幹部 這⼀年多來的照顧。
這段期間也技術性的缺席了不少課 如果要說學到的⼼得 也就是 遇到事情時 深呼吸 等⼀等 看⼀看 所有的事應該就
會有不同的⾒解 就像法師說的 廣論是要實際運⽤在⽣活上 讓我們的⽣活過的更美好。(肇鈺)

6.將學苑2樓⾺桶裡的衛⽣紙夾到垃圾桶裡。(雲淑)
7.感恩師姐將種植⾦桔的果實與我分享。(雲淑)
8.下⼤雨把供香香爐弄溼協助搬運桌⼦並移動香爐到室內。(雲淑)
9.陪伴⻑輩購買3C⽤品並設定所有的裝置有利⽅便操作。(肇鈺、雲淑)
10.隨喜⾃⼰連續⼀周學習廣論。(雲淑)
11.籌辦教師節福智教育園區參訪活動，帶⼤家親近師⻑創立的純淨園地，體會師⽗對教育的初發⼼。(杰昤)
12.初期誦早課遇到過年期間時，⼼想可以放假了，結果聽到師兄轉述師⽗曾說『每天都要上早課』後就堅持下去，

即使遇到颱風天還是照樣出席，感恩老公滿我的願都會使命必達；也很隨喜師兄防颱準備把佛堂周邊⽤⽊板牆固
定。((肇鈺、雲淑)

13.下午接到⼀通充滿苦痛朋友的電話，幸好在我的傾聽及善意回應讓對⽅獲得舒緩壓⼒並感恩。(雲淑)



善⾏銀⾏ 七種施 獲⼤果報基⾦

第49週 第50週 合計
眼施 268,769 2,248 271,017

和顏悅⾊施 170,145 1,968 172,113
⾔辭施 178,247 3,200 181,447
⾝施 206,417 4,930 211,347
⼼施 491,588 6,171 497,759

床座施 7,279 51 7,330
房舍施 15,480 36 1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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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與上帝相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64bOhS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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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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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家麟、尚挹芬
林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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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定(8/22)、王程何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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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成珠(9/24)

陳壽⼀(9/25) 、江超平(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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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