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鳳箜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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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廣 II 第 170 講(00:00 – 02:54)

真如老師開⽰

我有善法欲、有理念，所以我願意去做



⼤家可以再聽新版的下⼀段。
【譬如說我們在座的，譬如說預科班的同學，⼤家

去背書、寫字，它雖然滿⾟苦，可是我有我的善法欲，
我有我的理念，所以我願意去做。我們後⾯去拔草，乃
⾄於去打掃廁所，我覺得必須要做積聚資糧，我就很認
真地去做。那個都是善法欲，⽽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同
樣的，將來越深⼊，這種越是需要，所以眼前很多事情
是鍛鍊我們意志的。當我們了解了這⼀點，我們就絕對
不願意出去的時候拖拖拉拉的；反正時間到了以後，我
就不管、不去管它了，那個完全是傷害⾃⼰。你養成功
偷懶的習慣，你將來要想真正修⾏的時候，你絕對不可
能⾛得上去！這⼀點我順便在這個地⽅⼀談。



所以要嘛不做，要做我就全部精神去做。那現在這種⼩
的是簡單的事情，你有了這個能⼒了，將來越深⼊，你
才能夠有這種強盛的意志⼒量。然後呢，不但呢內⼼當
中有這種意志⼒量，⽽且你這個精⼒、體⼒都夠，你才
能夠做這種最了不起的偉⼤的事情。所以這個「欲」，
我在這裡簡單地說⼀下。】 [01′26″]

在這⼀段裡師⽗講到預科班的同學，像背書、寫字
，滿⾟苦的，「可是我有我的善法欲、我有我的理念，
所以我願意去做」。⽐如說背書這件事，⼤家都知道我
們寺院有⼀百多個同學背完了《辨了義不了義》，背完
了之後他們可以去寺院參訪朝禮。當時有⼀個⼩朋友，
到了朝禮的時間他沒有背完。



很多同學朝禮完寺院回來之後，有⼀次他⾒到我，就跟
我說雖然朝禮寺院已經過了，但是他想把它背完。其實
他當時也是可以去的，但是他的⽗⺟要幫他出路費，因
為你要是背完了寺院就可以幫你出路費，如果沒背完⽗
⺟要出路費，他說他不想讓他⽗⺟有負擔。我聽了是滿
感動，我說：「那你就把它背完吧！」結果過了幾個⽉
，有⼀天他就來跟我說：「《辨了義不了義》全部都背
完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隨喜他！那麼厚的⼀本書就
背完了。背完了我就把寺院參訪的⼀袋禮物送給他，他
真的是特別特別開⼼，露出了非常燦爛的微笑！這件事
給我的印象是滿深的，他就是⽤⼀個很強的⼼把《辨了
義不了義》背完了。 [02′54″]



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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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希求解脫之⼼

1.由苦集⾨中思惟

2.由⼗⼆緣起思惟





1.徹底了解並體悟六道輪迴裡都是苦
(應知苦諦)

2.思惟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苦並對治
(應斷集諦)

3.真正斷了苦因就能得到真正的解脫
(應證滅諦)

4.抉擇⽤有效的⽅法達到真正的解脫
(應修道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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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脫離三界⽣死輪迴繋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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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受：眾⽣皆苦，本是無常，
斷除瞋恚。

2.樂受：應觀為苦，斷除貪愛。

3.捨受：應觀無常，斷除愚癡。
廣論 P166 LL5

什麼叫覺察？



苦難是催逼我們前進的必需品，正如船
中的爐火，是使船⾏駛的必需品⼀樣。

《荒漠⽢泉》

賦予苦(果相) 新的意義







⽇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9

11⽉06⽇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1⽉13⽇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1⽉20⽇ 三 廣論課+有勝師兄分享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1⽉24⽇ ⽇ 中台禪寺⾒學之旅 ⼟豆協會 中台禪寺

11⽉26⽇ ⼆ 如俊法師⼤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11⽉27⽇ 三 包場看電影-樂園觀賞 1899幸福⽥家⼈ 松誠品電影院

12⽉04⽇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11⽇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18⽇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25⽇ 三 幸福⽥旺年會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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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組#每⽇「⼀句話記錄善⾏」
1. 同⼼協⼒，⽤⼼為⼤家準備點⼼。（第六組全員）
2. 分享精進學習⼼得（文翔）
3. 加⼈全廣⼆晨間共學 ( 花花,文翔,⽔源,雅雯）
4. .配合物理師，陪伴爸爸復健 （⼀秀）
5. 朋友遇到鄰居漏⽔要提告的法律問題，我幫忙請教律師，並勸他⽤積極與⼈為善的⽅式處理。(文翔)
6. ⽤⼼把家裡整理乾淨，提供親友暫住。(文翔&⼩花)
7. 在餐館⽤餐完畢結帳時，誠⼼讚美料理的⽤⼼，為老闆加油。(文翔&⼩花)
8.帶著親愛的老媽咪寶⾙和妹妹全家⼤⼩⼀起來⽇本玩、好好頂級服務⼀下家⼈凱棠
9. 陪媽媽去爬⼭，準備了⼩夾⼦和垃圾袋，邊運動邊撿垃圾。 (⼩花)
10. 捐款給新巨輪無礙餐⾞計畫，⽀持⾝⼼障礙者⾃立。(⼩花)
11. 傾聽姪女感情與職涯發展遇到的問題，分享經驗及可能的思考⽅向。(文翔)
12. 聽到送料⼈員扭到腰，幫忙送料⼈員卸貨。（韋君）

第1組11/13-11/19 每⽇「⼀句話記錄善⾏」
1.今天，只是福智禪繞12班的第⼆堂。
班⻑就急著問：「品幀老師，六堂課上完，還可以繼續嗎？」 我：「可以啊，繼續來學廣論。」（品幀）

2 課堂上分享⼯作的近況。(文杰)
3 分享善⾏⽇記(隆安)
4 ⽤⼼討論上課後的進步(品幀、惠德、慶理、純純、文杰、隆安)
5.關懷被診斷出罹癌的朋友，安撫她忐忑不安的⼼情。現代醫學⼀⽇千⾥，與她分享⾃⼰的經歷。喜樂乃是良藥，
疾病的本⾝並不可怕，但要顧好⼀顆⼼。（品幀）

6.⽤柔軟語安慰無法回台北照顧爸爸的兄⻑，請其安⼼，他的那份⼼⽗⺟及佛菩薩都了知的。（⼀秀）
7.同事太太往⽣，關懷同事，並回向往⽣極樂國（淑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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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善行小記
善行小記
1.遇到機車車禍，幫忙指揮交通，直到警察來處理為止～偉雄
（在我之前已經有2.3個人在幫忙了，台灣人真的很勇敢很熱情.有愛）
2.早上與最近罹癌的朋友走「軍艦岩」，鍛鍊身體，心情輕鬆。下午4點多回到家，收到儲訓班同組同學「陳素女師姐」
往生助念的信息，馬上又出門到三總往生室助念。心裡很踏實，送好友一程～玉玲
3. 花時間陪朋友聊聊天，因為她被老闆罵所以心情不好，幫助她用佛法的理路來轉念也鼓勵她上廣論班~家蓁
4.帶著親愛的老媽咪寶貝和妹妹全家大小一起來日本玩、好好頂級服務一下家人凱棠
5.成全老公帶著親愛的老媽咪寶貝和妹妹全家大小一起來日本玩、好好頂級服務一下家人宜燕
6·參加皈依以及宗大師示寂600年圓根燈會,為所有的眾生祈福希望大家都能夠受到佛法的攝受生生增上直至無上菩提～
家蓁
7.走在回家的路上，等紅綠燈時祝福來往人們，心中起正法，幸福快樂。宜燕
8.帶孩子坐捷運，讓座給另一位需要的孩子。這次的善行賺很大，一次引發我自己的孩子跟被幫助的孩子，讓愛不斷延
續～偉雄
9.帶美國親戚及他們的朋友遊台北，大家都玩的很開心，成功的將台灣人的熱情跟愛推出去～偉雄
10.在象山站看到香港觀光客不知道應該從哪個出口出去，主動詢問目的地，然後引導他們走正確的出口，成功做好國民
外交~淑芬
11.團體已在成功路上設立藥師佛堂大教室。作為內湖教室接迎福友前哨·擴大內湖教室招生，及進軍內科跳板據點！隨
喜許世昌教室長的分享·及娓娓道出⋯深知暇滿難得，無常又迅速，師恩深重難以回報！
若不是師父上師三寶加持，以我福報寡集豈能承此重擔！
積極勇悍承擔，數數皈依供養祈求加持，才略有今日《福智巷》在東湖
依止師長，淨罪集資，倚眾靠眾，和合增上！
期盼各處師兄師姐們多多指導及支持，跟著師父上師大寶僧團，共創師法友增上環境！
來到藥師佛堂大教室·非常不一樣的週末～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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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組#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車停在紅燈時，向身心障礙朋友買玉蘭花（尚尚）
2.陪伴朋友看醫生，並客觀提供意見
3.開車載生病的大姐外出散心，陪伴她並且做飯給他吃
4.同事要去滑雪，主動提供滑雪手套🧤
5.臨時上公園的公廁，順手有刷子將馬統刷洗ㄧ翻（聽說打掃的功德很大）尚尚
6.向同仁一起參加旅遊的親友予以問候，友善親切。（利益）
7.給認真服務餐廳人員小費，肯定他的付出。
8.學簡單泰語以便與當地人交談、含喧、鼓勵。
9.現學現用以當地語稱讚開車師傅、服務人員、接待。
10.在寺廟布施。
11.提醒同仁注意安全及互相照應
12.對小乘佛教人們的和善，表欽敬與學習，和善是會感染的
13.幫忙同行人員多拍照，以留快樂回憶。
14.泰國僧侶生活其父母同感歡心，內心對此同感喜悅。
15.在車上講笑話，歡樂氣芬很，所買水果與特產在車上分享。（利益）
16.今到親友在礁溪的房子幫忙查看。（利益）
17.幫助老人家提粗重的行李(茂琳)
18.深深感恩隨喜福委們的辛勞，把員工秋季旅遊辦得非常成功，有聲有色、有吃有玩(茂琳)
19.在台鐵的專列火車上，扮成服務生的模樣為同仁倒咖啡、送果汁，感謝同仁們一年來的努力(茂琳、美鳯)
20.特別關懷因憂鬱症發作而請假住院的同事(美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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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組善⾏⼩記11/13-11/19~
1.上台法供養：聽聞佛法，學法漸入⼼，並因⽣命中天使的出現，頓時知道如何將善⾏化為文字，更易
察覺⽣活、⼯作上的不喜，並將學習所得分享好友善⽤祈求⼒量，也帶動好友堅定學習廣論的⼼。(群智
)
2.上台分享八關齋戒⼼得：⼀隻驕傲的孔雀被⼀秀班⻑所帶領的超溫馨團隊-護持義⼯、同學們-⽽由⼼
地軟化了，即使因打卡的煩擾⽽彌⾜珍貴的週末假⽇，不僅特地南下參加憶師恩，竟還參加2天1夜的八
戒，從中感受到護持義⼯及團體滿滿的愛。(宜群)
3. 提早到班上，協助第六組準備點⼼（宜群）
4.隨⼿將租借的Ubike⾞籃內的垃圾丟入垃圾桶(雲淑)
5.⾺路上有隻被壓扁的老鼠⾺上皈依祝福，並將拜佛及供養回向給老鼠(雲淑）
6.⼀直在學習上有無法突破的盲點，感恩學⻑的指導⽅針讓我可以進⼀步加強（雲淑）
7.幫⽗親慶⽣95歲⽣⽇(允政)
8.放⽣蚯蚓及青蛙(尚耀/曉蘭)
9.提供座⾞送同⾏善友前往南投參加好友告別式(尚耀/曉蘭/梅蘭)
10.朋友才61年次，就⼼肌梗塞⾛了。
念死無常，每天都應想說我隨時都會死掉，唯有善業隨⾏，其餘都無⽤！
我必須做好這樣的準備，做任何事時，我要先如是想。(尚耀)



善⾏銀⾏七種施獲⼤果報基⾦

第56週 第57週 合計
眼施 29,417 2,174 300,591

和顏悅⾊施 198,288 1,978 200,266
⾔辭施 202,835 3,864 206,699
⾝施 234,729 2,823 237,552
⼼施 609,450 7,982 617,432
床座施 7,709 59 7,768
房舍施 15,730 0 15,730





壽星 ⽣⽇
彭昱中 11/1

尚振文 11/5

關惠玲 11/7

⼗⼀⽉份壽星

壽星 ⽣⽇
陳⾦枝 11/16

蕭丞莛 11/17

李宗明 11/18



休息



集諦四⾏相

•因: 種⼦ (惑,業) (善念)
• 集: 作⽽增⻑
•緣: 死緣
• ⽣: 受⽣

⼿抄 #10 P82 LL5



集諦

Ø流轉（隨著感受起舞）

Ø還滅（依正法觀察感受->解脫）



感受有這麼多，
樂受、苦受、捨受，
覺察要從那裡受下⼿? 

廣論 P300 L5
廣論 P086 L7



斷⽣死輪迴→斷我執



師⽗開⽰: 退轉的後果
(死路⼀條) 

師⽗⾳檔

• 廣論: P159 L4    
八苦之中…                   

• ⾳檔: 69B 09:18~11:24
• ⼿抄: #9 P160 L3~P161 L7

http://069-B.mp3


1’37

【⼋苦之中，特於此初及於最後，須慇勤重修。】

這個實際上這兩個最苦，⽣苦跟死苦，就偏偏
這兩個東⻄我們還感覺不到。所以不是佛講，我們
實在不知道啊！實在不知道啊！故如前說，當以觀
慧數數觀察，⽽善修習。所以我們必定要把前⾯告
訴我們的觀察慧，這個⽣，然後呢老 -⽣、老。這
個前⾯我雖然略略地唸過，所以唸過的，因為現在
的重點讓我們認識這個知⾒，那麼然後呢你們正修
的時候，現在我們先把那個道的次第的綱要認識，
這個是這個重要。



1’37

平常在我們平常如果你要懈怠了，或者什麼，
提不起來的時候，那個時候⾃⼰認真先去看它
。當然不是等到提不起來，就是事先你先看完
，看完了萬⼀你覺得要懈怠的時候，然後翻翻
它。哎喲！就想到：⼀懈怠，那對不起，那就
停在這個地⽅。所以這個世間你了解了，沒有
第⼆條路好⾛的。往往有⼈說，唉呀，弄弄不
⾏，要退轉去了。假如退轉去安樂的話，我第
⼀個退轉，我絕對不願意跑得來受這個罪。



1’37

因為我現在了解得清楚、明⽩，沒有第⼆條路好⾛
的。現在你雖然苦，你拼命努⼒有跳出苦的機會，
你現在這⼀點⼩苦都受不了，退轉，後⾯是無邊的
⼤苦等在這裡。現在這麼⼩苦你受不了要退轉，你
那個無邊的⼤苦就受得了了嗎？那這是個最重要的
概念。為什麼我們要退轉呢？就是糊塗！所以這些
都是真正幫忙我們的。所以說，在這裡雖然不講，
對你們修⾏這個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影片

你的感覺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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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禮耀、黃⾜、張⽻辰、張⼒允、焦定靖、羅文英、吳文鶯、
楊致文、廖紫均、吳秀容、郭燕燕、蘇來旺、謝賴美玲、林茵
謝⼀鳴、許書端、許立辰、郭明男、彭昱中、⾼吟潔、廖秀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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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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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珊、陳國、何花、雷鈜亮、



回向名單業病障者

李林春美、林簡阿⽟、吳思叡、李婉貞、古秀枝、林泰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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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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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挹芬、歐陽寅
廣橋賢藏、李政哲、吳佩珊、謝增吉、尚清文、施文通

業障、病障悉消除 ，⾝⼼得安康， 學法無障礙



回向名單
往⽣者
江超平(10/2) 、江⾦章(10/6)、陳希達(10/12)、林揚哲(10/27) 、
張建源(11/5)、葛⼤均(11/6)、陳素女(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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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