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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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聞這東西的話，還要⼀個條件，要怎麼辦？「
專、勵」，要專⼼、要努⼒。平常的時候我們聽哪
，浮浮泛泛的話，這個聽沒有⽤，種⼀個善根。就
種善根來說，有⽤的，⽤在什麼時候呢？等到無量
阿僧祇劫以後，轉了⼀個⼤圈⼦，最後還是要等到
這個種⼦起現⾏的時候成就。所以真正地聽到了，
⾺上緊跟著⼀步上去的話，這個浮浮泛泛不⾏，要
專⼼！專⼼聽完了以後，還要什麼？努⼒！⼀定要
這兩個條件。】 (全廣II 177講 01:31-02:17)



全廣 II 第 178 講(03:43 – 04:22)

真如老師開⽰

前⾏就像助跑



當不如法的聽聞狀態出現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
覺察 - 發現⾛神了，或者發現⾃⼰在昏沉，或者發
現⾃⼰提不起⼼⼒來。注意，前⾏沒做好！千萬不
要忽略前⾏，就像助跑⼀樣，像那種跳⾼、跳遠的
運動員都要助跑，沒有助跑的話肯定是跳不⾼、也
跳不遠。所以這個聽聞前⾏的訓練，我會認為是整
節的聽聞到底會產⽣什麼樣的⼀個作⽤非常關鍵的
⼀步！我覺得它⼜像火箭的發射器⼀樣，非常非常
重要！ [04′22″]



如果跳⾼、跳遠要助跑，
為什麼我們會沒有助跑？





影 片

本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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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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希求解脫之⼼

1.由苦集⾨中思惟

2.由⼗⼆緣起思惟



(過去)   (現在) (未來)

昨天 à 今天 à 明天

研究過去
發⽣的模式

下定決⼼
現在該怎麼做



過去: 無明, ⾏, 識

現在: 名⾊, 六處, 觸, 受

現在: 愛, 取, 有

未來: ⽣, 老死
廣論 P185 L6
⼿抄 #10 171 LL5



因
無明、⾏、識

昨天

愛、取、有

今天

果
名⾊、六處、

觸、受

今天

⽣、老死

明天

⼀重因果



因
無明、⾏、識

昨天

愛、取、有

今天

果
名⾊、六處、

觸、受

今天

⽣、老死

明天

⼀重因果 ⼆重因果⼀重因果



無明、⾏、識 (能引因) à 過去

名⾊、六處、觸、受 (所引果)

愛、取、有 (能⽣因)

⽣、老死 (所⽣果) à 未來

現在à



因
能引因

無明、⾏

能⽣因

愛、取、有

果 名⾊、六處、
觸、受

所引果

⽣、老死

所⽣果

識

⼀重因果



因
能引因

無明、⾏

能⽣因

愛、取、有

果 名⾊、六處、
觸、受

所引果

⽣、老死

所⽣果

識

第⼀重因果 第⼆重因果⼀重因果





⼗⼆因緣圖，總共有五圈，圈的最外⾯是
閻羅王。圖外圈的兩邊，⼀邊是世尊，另
外⼀邊是度⺟

Ø第⼀個圖是⼀個瞎⼦
Ø第⼆個圖就是⼀個陶⼯在做陶器
Ø識是以⼀隻猴⼦來表⽰
Ø名⾊的圖是⼀艘船上載著兩個⼈，名就是
⼼，⾊就是物質，兩個是分不開的。
Ø六處就像⼀間房⼦，有六個窗⼾，我們也
是透過六根去⾯對⼀切境界
Ø觸⽀是以男女同眠來代表



Ø 受⽀則是畫成⼀個⼈眼睛中了⼀⽀箭
Ø愛是對領受難分難解、永無厭⾜的相狀
，圖上畫的是醇酒美⼈

Ø取是⼀只猴⼦在摘樹上的桃⼦
Ø 有⽀，圖上是⼀個孕婦
Ø ⼀旦懷了孕就會⽣，所以再下⾯就是出

⽣的景象
Ø最後是老死，畫的是⼀個⼈背上背了⼀
個死屍，這兩個是永遠相隨的，只要有
了⽣，這個老死就⼀直跟著你



無明：看不清真相

à 真實義愚 (根本無明)

à 業果愚 (⽀分無明) 



無明：

Ø 信因果、不明業果

Ø創造⾃以為是的因果

Ø ⽣⽣世世“僥倖”度⽇

Ø緣在五蘊之上，「我」可以⾃主

【



⾏ : 業 (造作善業、惡業)

識 : 業的影響⼒(⼀個儲存體)
à 因位識 - 種⼦
à 果位識 - 成熟的種⼦，

與精⾎結合，成為名⾊



4.名⾊ 5.六入(處)  6. 觸 7.受

8.愛 9.取 10.有

(以前的果)

(未來的因)

現在



名⾊
à名：⼼識(⼼理⾯)

à ⾊：受精卵、⾝體(物質⾯)

à名⾊：當識入精⾎新⽣命開始
的第⼀剎那到六根⽣起以前

六入(六處、六根)：
眼、⽿、⿐、舌、⾝、意



觸：根、境、識三事和合
受：苦受、樂受、捨受

無明＋ 觸à 受à愛

無明＋ 觸à 受à愛××



試著⽤⼆重因果的思惟，
從⾝邊的事做些改變。



⽇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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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家⼈ 福智學堂

12⽉31⽇ ⼆ 如俊法師⼤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0

01⽉01⽇ 三 元旦停課⼀次
01⽉08⽇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1⽉15⽇ 三 廣論課+李驥簽書會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1⽉22⽇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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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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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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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三 幸福⽥旺年會 幸福⽥家⼈ 福智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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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1-17
#每⽇「⼀句話記錄善⾏」
1. 得知煙蒂的成分是塑膠纖維，不會⾃
然分解且含有多種毒素，對海洋⽣物傷
害甚鉅。準備適合隨⾝攜帶的⼩夾⼦和
夾鏈袋，上街時隨⼿撿煙蒂。(⼩花)
2. 決定調整每天喝⼀杯咖啡的習慣，改
成每兩天喝⼀杯，把省下來的錢捐給慈
濟的「翻轉非洲」計畫。(文翔&⼩花)
3. 把家中⽤不上的杯碗餐具送到中華視
障安養福利協會經營的⼆⼿物店鋪。(文
翔&⼩花)

第⼀組每⽇「⼀句話記錄善⾏」
1. 完成萬華教室精彩⼈⽣6堂禪繞課，歡歡喜喜祝福學員因禪
繞畫⽽精彩（品幀）
2.陪伴因⽗親癌末⽽⼼情低落的女孩，聽她、抱她、教她念
佛迴向（品幀）
3. 代課主持學⽣企業參訪，⿎勵同學追求夢想。(隆安)

第2組善行小記
1. 推動舊鞋捐贈， 幫忙送鞋-偉雄
2.隨喜紀錄偉雄善行-宜燕
3.鼓勵同事的好表現～瓊鈴
4.在伊斯坦堡想念二組同學～瓊鈴
5.送愛心便當給同事-宜燕
6. 與好友分享廣論心得-宜燕
7. 鼓勵好友聽全廣-宜燕
8.關懷師兄母親身體康復情形-宜燕
9. 接受阿里巴巴國際站邀請與國內中小企業分享從0開始透過
線上做外貿出口三十個國家的經驗 –惠南
10. 漸漸養成對同事，對供應商觀功念恩的習慣 – 惠南



第4組#每⽇「⼀句話記錄善⾏」
1.隨⼿撿起⼤樓電梯內的垃圾（淑美）
2.泡咖啡慰勞來家裡換地磚的⼯⼈們（淑美）
3.常去光顧的蔬食店客⼈很多，趕快⽤餐完畢並幫忙收拾餐盤（淑美）
4.今天讓Citi休假，擁抱感謝她的辛勞並塞了紅包要她和朋友好好吃頓飯（淑美）
5.忙了⼀天好累，還是隨⼿清洗碗筷，不讓⾃⼰串習偷懶拖延的習氣。（麗美）
6.誦經時，提醒⾃⼰不受眼前⾶來⾶去的⼩蠅⼲擾⽽散亂，乾脆提⾼聲亮誦給它聽，並回向給它早⽇脫離畜牲道，早⽇離苦得樂！(
麗美)
7.到南港展覽館參觀台北建築建材展，對綠建材節能環保特別注意看。祈能應⽤。停⾞發票直接按捐贈觸控鈕即完成。利益
8.向入停⾞⼝的指揮⼈員建議⾞位已滿的標⽰請更往前擺放在前⾯要轉入前，以免轉進來排到入⼝才看到多浪費排的時間.（利益）
9.參加2020-21年度⻑、短期國際派遣學⽣開訓講習會。⽀持學⽣們勇敢決定，肯定多廣聞開擴胸襟視野。（利益）
10.⾏⼈問路，詳細告知，對⽅露笑容⾔謝前往。（利益）
11.代⼈寫陳述真實過程理由狀草稿。（利益）
12.與客⼾律師碰⾯談事，很⾼興引⽤到無限⽣命⾓度及善果概念，希對該律師其客⼾與他⼈的對立解決有幫助。（利益）
13.在妹妹家空檔看全廣，並向她作簡要說明。希互動有⽇她能參加。（利益）
14.分享～聽聞佛法所重於「前⾏」及「全神貫注」就像做許多事情時有充分的準備⼀樣（尚）
15.游泳後-更衣室地板都是⽔，拿拖把拖乾，避免有⼈滑倒、不斷調伏⼼境耐⼼對待⽣病的家⼈（尚）
16.養成ㄧ早聽聞佛法的習慣 當作是⽇常、⽬前的⽣活型態完全改變 不斷調整⼼態 轉念安住⼼ 不伏燥（尚）
17.趁著⼤好天氣，幫太太矖棉被(茂琳)
18.利⽤分⾏主管季會的機會，分享善⼼善念的⼩故事，⿎勵⼤家能⼼存善念、多做善⾏(茂琳)
19.買⽔果去探望⺟親，陪同⺟親聊天，雖然再講也都是過去的事，但⼀起回味往事也是⼀種幸福(茂琳)
20.週⽇下午偷得浮⽣半⽇閒，泡⼀壺好茶，認真聆聽師⽗的廣論⾳檔和研讀全廣(茂琳)
21.為同仁爭取職位晉升的機會(茂琳）
22.陪伴⾏動不便、臥床的媽媽，看看電影、聊聊天（政杰）
23.菜販誤將他⼈的東⻄ㄧ起裝入袋中，回家後發現，隔⽇拿去還他（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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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組善⾏⼩記12/11-12/17~
1.提供喉錠給梅蘭舒緩咳嗽(麗玲)
2.上臺分享⾃⼰的實例經驗及贊同輪迴可斷除(群智)
3.謝謝允政為第五組家⼈抉擇旺年會曲⽬『⽉光下』以及宜群擔任指揮指導(允政、宜群)
4.感謝所有的機會讓我不斷地訓練『發現美的眼睛』（雲淑)
5.感恩師姐每⽉廣供特地為我準備⼀袋「⽊⽿蓮⼦湯」給家⼈分享還要我放⼼收下(雲淑)
6.做事求效率的個性讓我衝很快，感恩先⽣總會拉著幫忙踩煞⾞可以即時免除責駡並信任孩⼦(雲淑)
7.為受傷的善友持藥師咒回向(雲淑)
8.承擔園區慈善⾳樂會花藝佈置義⼯，與同⾏善友共造善業。(補寫：純美、梅蘭+老公+兒⼦、尚耀、曉蘭)
9.透過參與園區慈善⾳樂會給予最⼤的⽀持。(補寫：⾂英)
10.歷經數⽉籌劃，圓滿承辦「與你翩翩⾶～園區慈善⾳樂會」募款活動，500⼈熱烈出席，對深耕園區教育有莫⼤助益，感恩所
有的參與⼈員：贊助、出席、義⼯～集眾⼒作師所喜。(補寫：杰昤)
11.即使⾝體不適仍依約出席上課，並與偉雄討論以⾃家零碼鞋捐非洲之可⾏作法。(梅蘭)
12.割捨⼀雙幾乎全新但已未穿的⾼爾夫球鞋⽀持偉雄善舉。(美蘭)
13. 整理舊鞋捐獻，響應偉雄善舉 (美蒨)
14.帶媽媽到⾄善園曬曬久違的太陽；幫⼀位獨遊的老奶奶把帽⼦上的樹葉取下(肇鈺、雲淑)
15.載著回收瓶的摩托⾞呼嘯⽽過，接著玻璃瓶掉落地⾯，眼看來往的⾞輛實在太危險了，載著弟弟請他撿起丟到垃圾桶(翰昇)
16.與志同道合的團體夥伴⼀起到經濟部⼯業局作準備推動「健康家具」認證的說明，造福廣⼤消費⺠眾（允政）
17.幫兩位⻑輩疊⾼座墊久坐比較不會酸⿇(雲淑）
18.感恩師姐恭誦藥師經所得的加持物贈與給我；將之轉送給害怕到醫院即將治療的媽媽⾝⼼安住及健康(雲淑）
19.幫同事事先買好她愛吃的臺鐵便當（允政）
20.邀請廣論新學員參加向⽇農場之旅、⾛樓梯時發現梯間垃圾，順⼿撿拾 (群智)
21. 利⽤休假⽇協助4家優質廠商展覽簽單、 給辛苦的同事⽣⽇⼩驚喜 (群智)
22. 家裡的成員香香（兔兔🐰）最近肌⾁無⼒常跌倒，無法進食，我⾒她跌倒⼀次就扶她起來⼀次（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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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銀⾏七種施獲⼤果報基⾦

第60週 第61週 合計
眼施 308,298 2,265 310,563

和顏悅⾊施 207,169 2,103 209,272
⾔辭施 219,734 3,833 223,567
⾝施 246,937 3,080 250,017
⼼施 642,352 7,370 649,722
床座施 7,977 41 8,018
房舍施 15,746 1 15,747





休息



影 片

如何放下難捨的執著



1. 無明 à 正知⾒
2. ⾏ à 精進⾏
3. 愛取 à 善法欲
4. ⽣ à 增上⽣



受 à愛、取、有
愛：不離愛(貪)、乖離愛(瞋)

取：強烈的執著 (愛的最⾼級)
有(後有)：強⼤的結⽣勢⼒

(因上假立果名)



有就是⽣
有就是苦

有就是輪迴
(⼀切都是無明、煩惱惹的禍)



因、集 、緣、⽣

(重、近、串習)

(不停的愛取有)



愛取是關鍵？

有的⼒量極⼤極⼤!



愛取擋得住嗎？

關鍵是什麼？



能引 所引

能⽣ 所⽣

所引與所⽣在同⼀世成熟

(⼆世與三世圓滿差異極⼤)
廣論 P184 L5

⼿抄 #10 260 L7

時間不定

無間隔

因位識
(無明、⾏、)

果位識
(、名⾊、 六入
、 觸、受)

(愛、取、有) (⽣、老死)



能引 所引

能⽣ 所⽣

能引 能⽣ 所⽣(所引)
u v w

u v

三世圓滿

兩世圓滿



⼗⼆因緣修⾏的關鍵

à 在觸、受 下⼿

à 在愛、取下⼿，斷無明



愛à 含貪、瞋、痴

受 à 輪迴⽣命体的主宰

聖者有受、愛卻不⽣



隨感受起舞à流轉輪迴

依正法觀察感受 à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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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師回向文

⽣⽣由勝宗喀巴
為作⼤乘知識⼒
願於佛讚善穩道
雖剎那頃不暫捨

讚嘆傳承師⻑



我之師⻑宗喀巴
或居兜率或極樂
任住何處勝淨⼟
我等願⽣眷屬⾸

皈依宗⼤師



初務廣⼤求多聞
中現經教皆教授
後盡⽇夜遍薰修
為宏聖教遍迴向

聞思修學



⾄尊師⻑壽堅固
潔淨事業遍⼗⽅
善慧教法如明燈
常破三界眾⽣闇

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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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書、廖明輝、吳林秀琴、李權峰、葉蘭芳、雷鈜亮、
賴清林、陳昭宏、劉威麟、林⼦珊、陳國、何花、廣橋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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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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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瑋、周晞晴、梁淦榮、謝胡碧
雲
張淑敏、曹麗娟、鄭璧君⺟⼦、曹麗姬、尚挹芬、歐陽寅、
李政哲、吳佩珊、謝增吉、鄭清文、朱慧姬、林泰鋒

業障、病障悉消除 ，⾝⼼得安康， 學法無障礙



回向名單
往⽣者
林揚哲(10/27) 、張建源(11/5)、葛⼤均(11/6)、陳素女(11/12)、
李文雄(11/22)、郭明男(11/23)、林老六(11/25)、張芳和(12/4)

樓芮瑞玲(12/9)、施文通(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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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