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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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講(01:45 – 04:12)

真如老師開⽰

弄不清楚苦樂的真相，所以怎麼弄就怎麼錯



但是現在問題就出現了：佛法的⽬的是去掉痛苦
、得到快樂，所有⼈的⽬標，忙碌啊，都是為了離
開痛苦、得到快樂，那為什麼我們這麼賣⼒氣地奔
忙都沒有得到呢？師⽗說：「普通世間所以得不到
，因為並不了解苦樂的真正的真相，以及苦樂的原
因。」這兩句話其實非常非常地震撼！說：「之所
以得不到，是因為並不了解苦樂真正的真相」，這
已經涉及到什麼是苦、什麼是樂，它的定義發生了
改變，因為真相嘛！真相和假相、和相似的東西，
它是有一個很明顯，就像「涇渭分明」，像涇水和
渭水一樣是很清楚的。 [02′47″]



接著師⽗講的那句話還記得嗎？如果你們有
⼿抄可以看，是哪幾個字啊？師⽗⽤了⼀個「⽽
」，轉折了，⽽只有誰呀？「只是佛才把那個內
涵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師父做了對比，
說我們不了解苦樂的真相，所以怎麼努力就是不
能徹底地離開痛苦、得到快樂。



你最近都在忙些什麼?
有特別快樂或不快樂的事嗎?



#1 P82LL4 – P89L5
全廣⼆ 172講 04:00-05:39



佛法真正的目的是什麼？這個我們這地方要來找
一找。平常我們說佛法，什麼是佛法？ 三藏十二
部教典。一看哪，一看就頭痛，哇！這麼多的書。
然後看起來是一竅不通， 講起來是大小、性相、
顯密，又教你莫衷一是，這是事實。但是如果說你
能夠很深入、 仔細地去探索它的目的，它的目的
就是單純極了，什麼目的啊？ 兩個字：苦樂 - 去掉
苦，圓滿得到樂，就是這樣。以這兩個標準來說，
世間沒有一個人例外，所有的人他真正忙碌的目的
無非為這個。



不管他是理智的， 啊，求什麼，你就他的最深
入的這個中心，你去問，幹什麼？他還是找這個
。 或者有很多的感情的糊裡糊塗的，他雖然糊
裡糊塗，可是他為什麼呀？ 如果說你仔細地讓
他探索一下的話，還是這個。所以，普通世間所
以得不到， 因為並不了解苦樂的真正的真相，
以及苦樂的原因。那個事情真正的真相都弄不清
楚， 所以呀怎麼弄就怎麼錯，而只是佛才把那
個內涵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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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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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知道在善趣惡趣都是苦，
怎麼辦？

1.苦受：眾⽣皆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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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66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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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起的六因：
1.所依：隨眠種⼦(習性)
2.所緣：境界現前

助緣：⼈．法
3.猥雜：不對的⼈
4.⾔教：不對的法
5.串習：不好的習慣
6.作意：非理作意



善法⽣起的六因
1.所依：隨眠種⼦
2.所緣：境界現前

助緣：⼈．法
3.善友：對的⼈
4.⾔教：對（好）的法（善法）
5.串習：好的習慣
6.作意：如理作意

所以要有⼀個師法友的增上環境



煩惱如何找到？
種⼦碰到境界時去觀察

⾃⼰⼼的⾏相（起⼼動念）

例:當義⼯時的⼼念



執著我的存在 分別你我

貪瞋等煩惱
因此⽽起

煩惱的根本在
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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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善行小記📝🎁
1.為同事準備早午餐～丞莛
2.晨起·皈依四偈文·心經迴向有情眾生～慈敏
3. 參加捐鞋活動-宜燕
4.關懷宜燕到家的愛心～巨星
5.溫馨接送友人、準備午茶、協助辦理搭機手續-丞莛
6.幫忙同事整理環境～瓊玲
7.幫忙載善心鞋到集散地～偉雄
8. 今天到聯安健檢,非常感謝隨喜他們在環保上面所做的努力, 𣎴
再使用免洗拖鞋, 紙杯,紙袋及健檢的衣服，也告知碧娟師姐我的感
受～家蓁
9. 參加秀麗師姐家裡每月一次的廣供，祈求一切時處依教奉行～
玉玲
10.缘唸「淨行品」觸事逢緣都緣到利益衆生願成佛～慈敏

第六組#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整理二手紙袋送去住家附近的里
仁回收利用。(文翔)
2. 姪子在考慮畢業後直接就業還是
繼續念研究所，提供他一些思考的
方向與建議。(文翔)
3. 陪媽媽爬山，並準備了小夾子和
垃圾袋撿垃圾。撿到垃圾時，因為
集聚資糧很歡喜，沒有垃圾可撿時
，因為讚嘆大家有公德心，也很歡
喜。(小花)
4. 中午離開公司用餐時遇到一個獨
自坐在家門口觀察人來人往的婆婆
，跟婆婆聊天並給予關懷。(文翔)
5. 跟園區學員聊天，給予關懷(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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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組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 以詩以畫接引福友學廣論（品幀）
2.關懷癌友，守候她上開刀房，術後送養氣人參（品幀）
3.2020土豆禪修營班宣，期望會提高同學學法的智慧！(隆安)
4.與贊鴻班長到向日農塲，關懷向日夥伴(隆安)
5.在觀光區的陡坡上看到幾位坐輪椅的身障朋友，因為電動輪椅的馬力不夠而無法繼續前進，除了一一幫忙推上陡
坡，還一路段掛著他們會不會再遇到陡坡？他們回來時陡降會不會危險？（敬滄）

第5組善行小記11/27-12/3~
1.念誦15則希望新生(雲淑)
2.一路上折騰數回想解決騎者問題才把ubike椅墊固定住；也因此滿頭汗而脫下外套騎車，感謝路旁的小姐發現細
心提醒外套會捲入車輪（雲淑）
3.隨喜師兄的體貼善巧-自己寫錯字很直接就拿了放在中間的橡皮擦，當下發現立即道歉並詢問，接著師兄就在橡
皮擦寫著『大家的』(雲淑)
4.自己+親友一起支持有勝師兄向日農場真人真事改編的「樂園」電影(允政、梅蘭、群智、純美、美蘭)
5. 參加公司淨灘活動 (美蒨)
6.有位外地婦女問路，仔細告知方向及地點(雲淑）
7.經常路過的巷子有間房子冒著濃煙，令路過的人很擔憂，祝福祈求平安損害降低，不久後消防車就到場，大家
也鬆了一口氣(雲淑)
8.陪媽媽到公家機關辦事(肇鈺)
9.把自己的龍角散隨身包送給一直在咳嗽的同學媽媽(雲淑)



第四組#每日「一句話記錄善行」
1.在展場為因兒子車禍轉換心情看展的計程車司機導覽與祝福。(孟玲）
2.參加告別式法會，為同修誦經送祝福。 (麗美)
3.關心支持基隆外祖父所參建廟的廟務。（利益）
4.為新案開始佈局搜集有關環保、節能、智能、景觀、親子及兩代互動、交流學習...等資訊，祈建好宅。（利益）
5.將普台小學教育方式分享給有此教育打算的同事。（利益）
6.假日一早出門買早餐，讓老婆假日輕鬆一起用餐。 （利益）
7.供養給在市場邊騎樓托缽的比丘。（利益）
8.選寫「觀功念恩」的法師墨寶，準備掛在辦公室，鼓勵同事價值觀。（利益）
9.今堅持讀完一段廣論手抄稿，心中很歡喜。（利益）
10.在搭電梯主動與常碰面的打招乎，長久辦公鄰居不想僅只點頭之交。對方也和善交談。（利益）
11.支持慈善音樂會，好的事情值得鼓勵。（利益）
12.繳交停車費時，捐發票、陪伴朋友去醫院（尚尚）
13.將多餘不穿的鞋子整理，準備捐助非洲給需要的人。 （尚尚）
14.讀地藏經、培養每天讀廣論的習慣。 （尚尚）
15.將多餘的香水送給負擔大的早餐店老闆娘。 （因為她每次都很羨慕 、乾脆直接送她）（尚尚）
16.讀了七個多月的手抄稿，追上班上課堂中士道的進度，每次聽師父講法是最清涼、歡喜的時刻。 （政杰）
17.帶幾位朋友、兒子觀賞電影「樂園」（政杰）
18.飲食儘可能吃有機素食，兒子亦可配合（政杰）
19.經一段時間的對話，今天，大兒子首肯進青廣班上課，並承諾最少上三個月，隨喜一秀班長、泰淇班長的協助。 （政杰）
20.幫忙為喝醉酒的同事叫Uber，並請住在附近的同事陪同回家，確保安全。(茂琳)
21.明知某位優秀的同仁要跳槽到外商銀行去，仍然給她A最佳的年度考績。(茂琳）
22.天氣晴朗，拿衣服到頂層晾曬，發現大伙都來曬衣物，頂樓衣架不夠用，將自家的衣服拿些回家，留一大半邊給鄰居使用
(茂琳)
23.打電話到稅務局請教稅務的問題，承辦人員非常親切又有耐心的解說，結束通話前衷心讃美她的服務熱忱，聽得出她非常的
喜悅(茂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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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銀⾏七種施獲⼤果報基⾦
第57週 第58-59週 合計

眼施 300,591 4,688 305,259
和顏悅⾊施 200,266 3,777 204,043
⾔辭施 206,699 8,186 214,885
⾝施 237,552 7,034 244,586
⼼施 617,432 15,592 633,024
床座施 7,768 110 7,878
房舍施 15,730 13 15,743





休息



讓⽇⼦多⼀點⽣命

影片

安寧病房的美味⼤師



三主要道
1. 出離⼼
2.菩提⼼
3.空正⾒



⽣
有

本
有

死
有

中
有

⽣
有

出
⽣
那
⼀
剎
那

(   ⽣命存續) 死
亡
那
⼀
剎
那

(   中陰⾝) 
最多49天

廣論P177



中有六相
1. 諸根完具
2. 現下⼀⽣⾝形
3. 具業神通⼒
4. 可⾒同類中有與投⽣之處
5. ⽣無⾊界没有中有
6. 七⽇為其壽量,最⻑可轉七次



發⽣希求解脫之⼼

1.由苦集⾨中思惟

2.由⼗⼆緣起思惟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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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重因果 第⼆重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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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嘆傳承師⻑



皈依宗⼤師



聞思修學



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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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雄(11/22)

郭明男(11/23)、林老六(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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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