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鳳箜篌曲



密集嘛

米咩杰位得遷尖瑞錫（無緣⼤悲寶庫觀世⾳）

集咩堪北汪波蔣悲揚（無垢⼤智湧泉妙吉祥）

都繃⿇呂炯杰桑威達（摧伏魔軍無餘秘密主）

崗尖客北⽵尖宗喀巴（雪頂智巖善巧宗喀巴）

洛桑札北霞喇受哇得（善慧名稱⾜下作⽩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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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孟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90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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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波羅蜜多⼼經



是故空中無⾊。無受想⾏識。
無眼⽿⿐舌⾝意。無⾊⾝香味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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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無所得得故。菩提薩埵。

般若波羅蜜多⼼經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無罣礙。
無罣礙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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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波羅蜜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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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波羅蜜多⼼經



影片

避免瘟疫的好⽅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2TDTGToPTA&t=20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3Fv=y2TDTGToPTA&t=202s


南無觀世⾳菩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vBqYaoqff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3Fv=4vBqYaoq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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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上⼠道修⼼之理分三：
⼀、顯⽰入⼤乘⾨唯是發⼼及其利益；
⼆、發菩提⼼之理；

三、既發⼼已學⾏之理。





學習六度熟⾃佛法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

學習四攝熟他有情
(布施、愛語、利⾏、同事)



• 布施 (持戒的前⾏資糧)

• 持戒
• 忍辱 (持戒的助伴)

• 精進

• 靜慮 (禪定) 

•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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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施 善捨思，及此發起⾝語諸業

• 持戒 捨貪捨瞋

• 忍辱 捨瞋

• 精進 捨懈怠

• 靜慮 捨去散亂和昏沉

• 般若 捨癡、捨執著



• 布施
• 持戒
• 忍辱

• 精進
• 靜慮 (禪定) 

• 般若

⽅便
(斷⼀切惡)

智慧 (修⼀切善
利 ⼀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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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度(根本為菩提⼼)

Ø破除慳悋執著
Ø ⼀切⾝、財、善根
全部施與眾⽣



布施的分類：

法施、無畏施、財施

廣論 P268 L4





三輪意樂

Ø他是善知識，滿我布施願

Ø我要求無上菩提

Ø東⻄本來就是他的(寄存我處)



上供諸佛菩薩

下施有情眾⽣
(含攝⼀切有情境界)



施前歡喜
施時⼼淨 (恭敬⼼)

施後無悔



如何⾏施？
Ø舒顏平視，含笑先⾔

Ø敬他如佛

Ø親⼿施應時施

Ø於他無損耐難⾏苦

Ø ⾃作教他
廣論 P271 L6 



布施障礙？
1. 未串習

2. 匱乏

3. 耽著

4. 未⾒⼤果利





你⼼中以為
的戒是什麼？

討論題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我們⼼中都住了⼀匹狼跟⼀頭⽺ 。
狼是憤怒、嫉妒、驕傲、害怕和恥辱；
⽺是溫柔、善良、感恩、希望、微笑和愛。

「狼比較厲害？還是⽺比較強壯？」

我們的⼼所朝向的⽅向
就是我們未來⼈⽣的路！

「你餵食的那⼀匹。 」



關起來 戒
惡 轉弱
善 轉強



攝⼼為戒



攝⼼為戒
Ø 隨時注意⾃⼰的起⼼動念

善護他意(⼤乘修⾏)



持戒度(⼫羅波羅蜜多)
Ø欲安立⼀切有情於淨戒
Ø⾃須先⽣清淨戒⼒



師⽗揭⽰的戒律宗風就是「向內調伏」



⽇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20
Feb.

02⽉05⽇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2⽉08⽇ 六 提升營 如俊法師 全球網路直播

02⽉12⽇ 三 廣論課+李驥簽書會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2⽉19⽇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2⽉26⽇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2020
March.

03⽉03⽇ ⼆ 如俊法師⼤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03⽉11⽇ 三 起群法師開⽰修信念恩 起群法師 福智學堂

03⽉18⽇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3⽉25⽇ 三 廣論課 班⻑＋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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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活

動

安

排

Q 1
(1-3⽉)

1⽉26-27⽇ ⽇~
⼀ 朝禮法會 如淨和尚

鳳⼭寺

宗仰⼤樓1⽉ 28⽇ ⼆
2⽉08⽇ 六 提升營 如俊法師 全球網路直播

Q 2
(4-6⽉)

5⽉15⽇
- 5⽉18⽇

五~
⼀ 禪修精進營 如得法師 ⿇布⼭林

Q 3
(7-9⽉)

企業菁英⽣命成⻑營CEO營 開南⼤學

愛島⼟豆/向⽇葵請法團 愛德華王⼦島

Q 4
(10-12⽉)

憶師恩法會 如淨和尚 林⼝體育館

皈依法會 法師 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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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899幸福⽥全體學員及護持幹部2018189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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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善行日記📝
1. 陪媽媽說話 。(一秀)
2.哥哥想要買簡報器，協助搜尋資料、提供建議。(小花)
3.早上搭公車和司機說謝謝。另因未來得及登記李驥的書，昨晚感謝嬌娥師姊的善行⋯送我一本結緣。（凡玲）
4.電話關心感冒的媽媽(丞莛)
5.準備小夾子和塑膠袋，出門吃早餐後沿路撿煙蒂回家。(文翔&小花)
6.協助同事了解年度目標設定在系統的操作方式（齡臻）
7.持續支持2018憶師恩法會中如君師姐做的滷味，自做教他做，邀請大家一起護持（美慧）
8.園區一位小朋友需要口罩，將身邊有的口罩先寄給她。(佳穎)
9.陪伴國三的姪女複習數學。在過程中因為孩子的學習態度消極而稍起憂惱，努力向內調伏。(小花)
10.送一盒口罩給需要的合作夥伴(丞莛)
11.把變熱以前的洗澡水儲存在水桶中，用來澆花&沖馬桶。(文翔&小花)
12. 公廁地上有衛生紙垃圾，將它撿起丟到垃圾桶。(佳穎)
13. 認真精進參與1899全廣二小共學 （小花, 文翔）
14. 代表1899班在全廣晨間共學提問，條理清楚，聲音雅悅 （小花）
15. 借書給同事許久未還，乾脆把書送給同事(文翔)
16. 撿馬路上垃圾（書端)
17.幫家人多做家事、倒垃圾、澆花、洗衣服，多陪伴家人。（凡玲）
18.洗澡後，將浴室洗刷清潔及刷乾水滴，保持乾淨及乾燥，讓家人使用時心情愉快（淑慎）
19.护持“向日农场麵包”分享给士林教室学员;春季班观功念恩共学协助整理桌椅（娇娥）
20. 购买“心之勇士”赠送给以前同事（娇娥）
21. 到北苑教室，搭电梯时让长青班长者先使用;回家看妈妈并陪她聊天（娇娥）
22. 成功鼓励先生逐步开始听师父广论音档及老师的全广2👍（娇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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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善行♥⏰📝📗2/12-2/19
1.護持班上點心、提供口罩給母班及護持班級的同學使用、關心友人車禍住院事宜⋯慈敏
2. 護持1999點心、護持1899點心、護持向日農場麵包、協助向日農場麵包推廣-宜燕
3.協助發送護手液-宜燕
4.早上送口罩給朋友的小孩，他天天跑醫院看老爸而苦無口罩～曜明
5.前幾天買到一桶75%的消毒酒精，分裝出20個小噴瓶。給周圍的朋友們～光明
6. 送一盒口罩給朋友一家 巨星
7. 打敗愛睏神，起早備課 一秀
8. 全廣共學195講～婷翎
9.一稱佛號·一卷經文殷重迴向「武漢肺炎」疫情，迴向在醫院正努力面對身體苦痛的朋友～慈敏
10.護持線上學習,自利利他-美慧
11.幫公司員工向國外廠商訂購口罩～家蓁
12.幫同事準備餐點、幫忙朋友找小朋友口罩-宜燕
13.幫忙送愛心鞋物資去集中站-偉雄
14.持續誦經·時時持咒·殷重迴向～慈敏
15.用心陪伴同學參與1899全廣二小共學 （慈敏）
16. 認真精進參與1899全廣二小共學 （小燕子 惠南 瓊玲 偉雄）
17.再次送囗罩給老朋友的小孩方便他去醫院～曜明
18.假日整理舊衣服捐給慈善團體。（凡玲）
19.邀請姪子夫婦與家人聚集、聊聊，對於他們想購屋分享一些資訊（淑慎）
20.早上請女兒帶30個口罩到辦公室去發給同事用。(光明）
21.關懷住院家屬傾聽，抒發情緒。珛育
22.捐獻衣物，物資給弱勢家庭。珛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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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善行日記📝2/12~2/19
1. 因延後開學，營養午餐的里仁有機菜需去化，支持農友，自做教他做，邀請大家一起護持！多吃青菜，護己、護生、護地球
！（美慧）
2. 因要迴向給最近世界災難，所以最近的定課有隨分隨力新增。剛送完一次普門品，摯心迴向世界和平，災難平息，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婷翎)
3.在公司內都戴著口罩，和同仁打招呼，同仁看不到你的和顏悅色，刻意再加上言語的問候和肢體動作(茂琳)
4.和同事分享這次提升營的心得、參加同事長輩的告別式，默誦心經6遍迴向往生者(茂琳)
5.今天上午決心把心經背起來，並請女兒晚飯後當監考官，通過無誤。（利益）
6.看到社區電梯大廳有掉落的菜葉殘渣，趕緊清理乾淨，以免有人滑倒(茂琳)
7.有二位同事下週要到東京出差，幫他們做前行引導，並祝福一切平安顺利(茂琳)
8.幫分行第一線同仁申請一週的口罩量讓他們都能安心做好客戶服務(茂琳)
9.天氣驟然變冷，提醒年邁的母親要多加衣服保暖(茂琳)
10.冰箱還剰很多過年前買的菜，利用週末把冰箱清理乾淨，太太說能吃的東西不要浪費，晚餐大加菜(茂琳)
11.幫忙雙手提滿満物品的隣居開門及按電梯(茂琳)
12.一直沒去領口罩，並且把扣掉安全存量後的5個送給住院的朋友，希望他安心養病，早日康復。（麗美）
13.把倉庫中多餘的一瓶手用消毒液送到老人協會，為防疫盡一點心意。（麗美）
14.隨手拾起健身房更衣室地上的衞生紙丟入垃圾桶、清理健身房廁所地上的垃圾(淑美)
15.下班搭捷運，讓位給推著嬰兒車的媽媽。（凡玲）
16.看著各小組的善行分享，內心非常感動及隨喜（淑慎）
17.買便當在公司分開吃，用餐以不交談為原則，安靜用餐；鼓勵從台中搬回台北的朋友開始讀廣論。（利益）
18.為免對武漢肺炎疫情妨礙朋友見面，約在朋友認可，空氣流通的地方。（利益）
19.為改善鄰居裝修的污染，與鄰居和善交換意見，訂立施作流程及說明書給承包者，維護環境清潔。（利益）
20.隨喜大家，自己也撥空檔學習靜淨心，唸心經及密集嘛及宗大師回向文。（利益）
21.參加姐姐婆婆的頭七法會（尚尚）
22.遵照真如老師每日總結，造善行-白豆、需反省-黑豆，先隨喜善行、再反省（政杰）



第三組善行-2/12-2/16
1.「善良的人心中有沒有許多惡業？」vs「看到別人的惡業就證明自己沒這麼善良！」都如當頭棒喝一般提醒自己，不要
太自我感覺良好。（秀麗）
2. 將今日拜懺，持誦《大般若經》、《心經》、觀音聖號108遍之功德，至心回向世間疾疫、水火災難速能熄滅，受難眾
生病障消除速得安康，往生者往生善趣或諸希願處。（淑雯
3. 用「是否對後世安樂有幫助？」，做為對所有的事抉擇的標準，對現世的事業、家人健康、買房子、車子等等，就變的
很容易觀察、抉擇。這個學習好受用、很開心。（秀麗）
4. 今天從嘉義回台北的高鉄上，原閉著眼睛休息，快到台北時，準備要下車，看到通道上有張車票本以為是亂丟紙屑，拿
起一看，還是當次列車的，就照座位號碼拿給不知遺失車票的年輕人，免去他出站時之尷尬及補票。（耿立）
5. 今晚護持19991班，鼓勵學員討論並上台分享，大家學習得很歡喜。（美蓉）
6. 因應疫情寒假延長2週，女兒多了更多時間在家，在我每日定課的耳濡目染下，女兒對誦經升起好奇心，提出許多問題
，甚至我解答不出的，還要我代為詢問法師。我祈求這是她得善知識攝受的因緣。（淑雯）
7.提供暖手包給發冷的人（書端）
8.昨天下午開會，會議結束時，同事有事先離開，忘了收資料，幫她整理收好，拿回辦公室桌上。（凡玲）1. 在FB上讀到
自家親戚對於政府接回國人ㄧ事，發表激烈、情緒的言論，深感在這麼艱難的時刻，如能多點感恩、少點抱怨多好。於是
替親戚向佛菩薩求懺悔，祈求師長加持她善心善念，長養慈悲心。（淑雯）
9.看到一隻肚子朝上的昆蟲爭扎翻身，協助牠翻身後送到空地，口念四皈依助牠一臂之力。（秀麗）
10. 在FB上讀到自家親戚對於政府接回國人ㄧ事，發表激烈、情緒的言論，深感在這麼艱難的時刻，如能多點感恩、少點
抱怨多好。於是替親戚向佛菩薩求懺悔，祈求師長加持她善心善念，長養慈悲心。（淑雯）
0218 善行：
1.「善良的人心中有沒有許多惡業？」vs「看到別人的惡業就證明自己沒這麼善良！」都如當頭棒喝一般提醒自己，不要
太自我感覺良好。（秀麗）
2. 將今日拜懺，持誦《大般若經》、《心經》、觀音聖號108遍之功德，至心回向世間疾疫、水火災難速能熄滅，受難眾
生病障消除速得安康，往生者往生善趣或諸希願處。（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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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組♥⏰善行日記📝2/12-2/19
1.協助其他要帶共學的班長做準備 。(一秀)
2.運用巧思與創意，將首發善行2.0之組內家人善行小記之平面敘述轉化為立體生動畫面，最後並以托嬰中心採用綠裝
修的影片讓同學們體會每天都在做善行守護”住”的健康是多麼棒的一件事！[謝謝最佳夥伴群智機動配合演出！］
(允政)
3.開車去南港車站接馬來西亞的合作夥伴到內湖科學園區洽談，晚上堅持送泰國台商總會長修敏姐去餐會地點(允政)
4.取代往常以看電影紓壓放鬆方式，改以聆聽當週及前週週六如俊法師月光線上共學，學習「怎麼樣把遇境的方向變
成向內調伏呢？就是要用師父講的”當下一念”的方式，永遠都要記得：當下這一念是什麼？這一念從何而來？就是
從之前的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而來。十二緣起簡化的講就是：眼前這個境界是以前業力所感，你要意識到，自己面
對境界的感受及面對境界造作的習氣也是以前業力所感，要思惟是一種什麼樣特徵的業感得現在這種境界、感受及習
氣？對第一重因果有所覺察才不會繼續隨順習氣，才能扭轉惡業，才能讓善業繼續增長廣大」。(美蘭)
5.跟家人早午餐後，補聽性展法師主法開示的第二次醒覺團隊聯合培訓，感恩法師教導「不要小看小小的善行，小小
的善行會帶動起世界的改變；為何不可以從台灣開始做起？而且總是在一些看起來好像很危機的狀態，它說不定是一
種社會潮流的轉機；說不定這個疫情也是可以讓人們醒覺起來的一股力量，有時候這樣的事情看起來可能是真的壞事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可能是可以推動起另一種善業循環的推力。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只要有心，善的漣漪就會
慢慢增長廣大；不要小看自己平常習慣的小善行的價值，就從吃素開始發現它的價值，即使一天只能一餐。」(美蘭)
6.同事請假，幫同事修改會議紀錄、發公文。（凡玲）
7.清潔家裡地板及幫家人準備晚餐（淑慎）
8.隨喜駱班長護持向日農場,邀請公司同仁及學員一起護持向日烘焙麵包,共體因疫情致農場經營困窘-美慧
9.店家收拾碗筷時，筷子滾落到走道，幫忙撿拾到洗碗擡以防别人滑倒（肇鈺）
10.禮讓電動身障者先行用路（肇鈺、雲淑）
11.化身按摩師幫媽媽舒緩肌肉睡著，也幫姐姐們按摩減壓感謝照顧媽媽的辛勞（雲淑）
12.滿足兒子想開車到蘇花改的心願（肇鈺、雲淑）



第一組♥⏰善行日記📝2/12-2/19
1. 幫各分行準備密集嘛及心經，方便大家持誦 。(一秀)
2.支持金枝師姐，供養禮佛機給法師(隆安）
3. 整理回收紙箱到地下室、幫品幀背書去送給向日農場（隆安）
4.幫腳力不好的鄰居提菜籃、稱讚二位陪伴97歲的母親在公園散步的男士（品幀）
5.贈書給善友和小天使（品幀）
6.聽見一位媽媽跟女兒說「媽媽手好酸」我鼓勵一歲多的小朋友自己走，她果真聽話，讓媽媽超開心（品幀）
7.一位女孩走不出喪父的傷痛，那種悲傷很難安慰，只能靜靜的聽她說心中的不捨與遺憾，給她擁抱，陪她掉眼淚（
品幀）
8.昨晚上課結束，在電梯遇到品幀師姊，送了我本初心這本書和我結緣，感謝品幀善行。（凡玲）
10.歡喜到向日農場陪伴伙伴們上全廣2課程、代贈品幀師姐的＂幸福密碼--初心＂給向日志工婕寧師姐(隆安)
11.安慰因友人的孩子昏迷而心亂如麻的品幀，請同學幫李嘉展誦經迴向。（一秀）
12.幫心急如焚的病患家屬安住，教她持誦密集嘛迴向；本書給慈濟的師兄姐（品幀）
13.寄50本書給花蓮東華大學的須文蔚教授，請他分享給服務偏鄉的志工（品幀）
14.幫助品幀順利上醒覺的視訊課（隆安）
15.幫帶著雙胞胎的父母，替他們撐傘到停車場（品幀）
16.關心喬大班同學學習狀況及鼓勵大家(美慧)
17.用心陪伴同學參與1899全廣二小共學 （慶理）
18.鼓勵公車司機(書端)
走出醫院我一路哭著回家，「念死無常」是一門難修的功課（品幀）
25. 假日跟一群山友去爬山，隨手撿拾垃圾、關懷鼓勵體能較弱山友。（Anby)
26.同事上班下午肚子餓 , 自己有好吃的東西 , 分給她人吃。（凡玲）
27. 週日關懷助念班通知忠孝醫院需要助念，帶著口罩騎腳踏車去助念一個小時。（淑慎）



第一組善行小記 2/12-2/19
1.下午到台大回診，朋友來電說她的姪子去打球時昏倒，住進雙和醫院的加護病房，昏迷指數三。醫
院要他們轉去安養院。她要我幫忙詢問台大腦神經外科醫生哪一位最權威，他們想轉院。我聽完不停
的掉眼淚，一是捨不得；二是我怕幫不上忙。站在醫院的長廊發慌，祈求佛菩薩加持。然後，我發現
一位中年男士，看來很和善，我硬著頭皮上前問。他很有耐心的聽我說孩子的現況。我ㄧ直問他哪一
位醫生最厲害，要怎麼樣才能看到。他不厭其煩的答，還跑去追一位醫生確認，然後，給了我很明確
的資訊。
我感動得眼眶泛紅，對他深深的一鞠躬，他笑笑的對我說，不用客氣。（品幀）
2.在河濱公園遇見一位媽媽帶著4歲的女兒和1歲的兒子。二個孩子都非常的可愛，可是媽媽看起來卻
沒有開心的感覺。我：「妳很棒耶，把兩個孩子帶得好好。」她：「為了照顧他們，我至少要浪費7
年的時間。」
我：「我當了20年的家庭主婦，能親手帶孩子是幸福的，不能算是浪費時間，讓他們在母親的愛裡長
大，會很有安全感，妳的孩子笑得那麼燦爛，相信妳一定是一位很棒的媽媽。」（品幀）
3.到雙和醫院關懷在加護病房外焦慮的朋友，嘉展新婚的妻子哭紅了雙眼，放下剛出生二個月的baby
，24小時在醫院守候。我將她緊緊的抱在懷裡，輕聲的安慰：「親愛的，現代醫學一日千里，還有許
多人在念經迴向，妳要有信心，也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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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銀⾏七種施獲⼤果報基⾦
第1週 第2週 合計

眼施 729 1,773 2,502
和顏悅⾊施 645 1,608 2,253
⾔辭施 2,749 3,667 6,416
⾝施 2,062 4,157 6,219
⼼施 5022 10,339 15,361
床座施 25 58 83
房舍施 3 27 30
密集嘛 9,282 9,282
⼼經 2,482 2,482



2.0 善⾏記錄分享
各分⾏輪值，於週三上課時，
分享該週該分⾏1-3則的善⾏⼩點滴。

⽇期 輪值分⾏
2/06 - 2/12 2/12 第五分⾏分享

2/13 - 2/19 2/19 第六分⾏分享

2/20 - 3/04 3/04 第⼀分⾏分享
3/05 - 3/18 3/18 第⼆分⾏分享

3/19 - 3/25 3/25 第三分⾏分享

3/26 - 4/08 4/08 第四分⾏分享



善⾏銀⾏2.0新業務
《密集嘛》《⼼經》持誦接龍

❶每天持誦《密集嘛》三次，《⼼經》⾄少⼀次。

❷ 持誦後請⾄各分⾏接龍存入。

❸接龍不限次數，歡迎各位VIP⼤⼾，多多存款。

⽇⽇春善⾏銀⾏感謝您的皈依發⼼







全廣進度:⼀三五早上 8-9點; Zoom 379 225 9761
小共學:每週五晩上08:00-09:00 ; Zoom 988 220 8877
讀書會:法師⼤課當週⼀晚上08:30-10:30 ; Zoom 988 220 8877

2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2
行政事項
全廣進度 191 192
小共學
讀書會 11
日期 3 4 5 6 7 8 9
行政事項
全廣進度 191	+	192 193 194
小共學 193	+	194
讀書會 12
日期 10 11 12 13 14 15 16
行政事項
全廣進度 193	+	194 195 196
小共學 195	+	196
讀書會 13
日期 17 18 19 20 21 22 23
行政事項
全廣進度 195	+	196 197 198
小共學 197	+	198
讀書會 14
日期 24 25 26 27 28 29
行政事項 法師大課
全廣進度 197	+	198 199 200
小共學 199	+	200
讀書會 11	~14講



1899 小共學進行方式

• 主持⼈：⼀秀班⻑、丞莛副班⻑、
淑慎副班⻑、文隆副班⻑

• 時間：每星期五晚上 8:00-9:00

• 進度：當週全廣II講次-2 講次
• ⽅式：播放2講，同學提問

(含括 2 講次內容及如俊法師引導之內容)
• 整理：列出問題後，由輪值同學在下個星期⼀

⼤組共學 中提出，請益法師。



全廣二讀書會共學進行方式

• 主持⼈: ⼀秀班⻑、丞莛副班⻑、
淑慎副班⻑、文隆副班⻑

• 時間： 法師⼤課當週星期⼀晚上 08:30:00-10:30
(⼀個⽉⼀次)

• 進度：當⽉全廣讀會4講次( 本⽉為11-14講)
• ⽅式：4講理路⼤綱式討論及同學提問
• 整理：列出問題後，由輪值同學在隔天法師

⼤課中提出，請益法師。



休息





戒究竟是什麼？
Ø不忍諸煩惱
Ø不⽣惡念惡⾏
Ø⼼中清涼(息憂悔火)
Ø真正的安樂因

廣論P281LL3
入中論疏云



戒(⼫羅、清涼、律儀)
Ø 能斷⼼(斷除所有損惱有情之⼼)

Ø 意樂為根本(⾝語隨之)



初⾒過患
「當⾒猛⼒⼤怖畏，
可斷雖⼩亦應斷。」

謂由過患深⽣怖畏,雖於⼩罪
勵⼒斷除。

廣論: P282 L7



師⽗開⽰:
「當⾒猛⼒⼤怖畏，可斷雖⼩亦
應斷。」

師⽗⾳檔

廣論: P282 L7

手抄: #15 P221 LL5 – P223 L1 
初是什麼呢？就是先不護
的，…..一下斷除掉它。

音檔: # 119A  17:25 ~20:02

http://119-A.mp3


【初者如前論云：「當⾒猛利⼤怖畏，可斷
雖⼩亦應斷。」】
「初」是什麼呢？就是先不護的、不護戒的

種種的過失、患害，這個前⾯這個《攝波羅
蜜多論》上⾯就說呀，說你應該⾒到這個的
禍害。換句話說，你不持戒的這個可怕的地
⽅，哎呀，這個是厲害極了！「⼤怖畏」，
因為這樣的話，所以你⾒到了絕⼤的怖畏，
哪怕⼀點點哪，「可斷雖⼩亦應斷」。



是呀！我們現在⼩⼩的，稍⼀做壞⼀點點，將
來受絕⼤的⼤苦報；反過來呢，你努⼒地做⼀
點點的好事是⼤安樂。現在先說那個可怕的那
⼀部分。
【謂由過患深⽣怖畏，雖於⼩罪勵⼒斷除。】
這個概念我們說得很多、很多，但是最重要

的還要靠什麼？平常我們多思惟。如果你不思
惟的話，聽的時候滿好，聽過了以後呢我們還
在什麼？還在⼀向的現⾏當中。



這個地⽅我們⾺上就可以溫習⼀下，這個現⾏
說明什麼？說明我們⼀向無始以來的習性，就
宿⽣就是這樣，前⽣就是這樣，⼀直這樣，所
以它這個⼒量非常強，對不對？到了這裡呢
，尤其是我們領會了這個戒法，如果到這種
情況之下，你不拼命努⼒的，再也沒有機會，
這很明⽩擺在這裡。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下不努
⼒，還讓它再⼀增⻑的話，那完了！



你沒有增⻑，這個惡的⼒量你都防不住，再把
那惡的⼒量⼀增⻑，你還有什麼希望，對吧？
這個概念清楚不清楚？
現在我們⼀般的情況之下，就像前⾯說叫你

拿那個東⻄，你就說拿不動。拿不動，你總想
辦法去怎麼樣增加你的⼒量，減少你要拿的東
⻄，那才可以。現在我拿不動啊，卻是你就把
這⼒量就浪費掉了。



叫你搬那個⽯頭，你搬不動，然後呢別的地
⽅再搬幾個⽯頭來壓上去，現在我們做這個
事情的話，你有哪⼀天搬得動啊？你只有被
它壓死在那地⽅，永遠不動，這個概念很清
楚、很清楚，這樣。
所以從前⾯⽽來，到這地⽅的任何⼀句話，
這句話對我們的內涵，對我們內⼼上的策勵
，應該產⽣的功效是越來越深、越來越深。



不過這個地⽅不是叫我們，喔唷，感覺到害怕
為⽌。這個地⽅是要我們害怕的，害怕了有什
麼呢？欸，它卻有⼀個很善巧的⽅法――欸，你
不要怕呀，既然你怕你努⼒啊，努⼒你就把這
問題解決啦！對、對、對！那麼在這種狀態當
中，他就能夠如理如法地⾏持，慢慢地減輕它
了。所以這是告訴我們說啊，先要⾒到這個過
患，然後呢努⼒思惟觀察，當你最⼩起⼼動念
⼀點點的時候啊，⾺上就得把 ⼀下斷除掉它，
⼀下斷除掉它。



後⾒勝利
Ø 得⼈、天、佛果之正因

Ø ⼀切修⾏與福智之根本



旅人：指我們自己。

白骨：緊逼而來的「無
常之虎」

老虎：死亡。

松樹：松樹是指金錢、
財產、名譽、地位等等。
這些東西即使擁有再多，
在死亡的面前也仍是無
力的。

深海：深海所譬喻的便
是地獄。墜入此地獄，
必須承受八萬劫中⼤苦
惱。

毒龍：顯現地獄之苦，
這三條毒龍指我們⾃⼰
內⼼的貪欲、嗔怒、愚
痴。

蜂蜜：蜂蜜是指⼈的五
欲：財、⾊、名、食、
睡。

攀藤食蜜圖
- ⼈⽣的真相



全廣 II 第 198講(03:41 – 04:25)

真如老師開⽰

讓念死無常成為⾏持正法的⼒量



所以當我們念死的時候，⼀定要跨越過那種憂
悲苦惱的愛別離。有的⼈⼀念死就陷入愛別離苦了 -
哎呀！跟誰要分開啦！就開始痛苦。實際上善知識
讓我們⽣起的是 - 要注意到業！要想怎麼樣去解決
墮落惡趣的這個苦。所以我們要拉著我們的⼼，沿
著祖師、佛菩薩許給我們的那個理路的路徑⾛過去
，⽽不要沿著⾃⼰思惟的那⼀條⼩路。那個是除了
愛別離苦、除了恐怖，我們也得不到什麼 - 絕望！
但是皈依三寶，由於怖畏惡趣，注意！它不是⽤害
怕，是怖畏，深深地恐懼- 由於怖畏惡趣⽽相信三寶
能救、皈依三寶。 [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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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向
世界疾疫、⽔火災難、戰亂息滅，
世界和平，「2019 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速能息滅，受難眾⽣病障消除
速得安康，往⽣者往⽣善趣或淨⼟
，早⽇圓成佛道。



回向名單
業病障者
黃⾜、李佩璇、張⽻辰、張⼒允、焦定靖、羅文英、吳文鶯、蘇梅玲、
謝賴美玲、許書端、許立辰、楊致文、江⾦章、黃⼦渝、郭明男、盧彬
陳慧娟、蔡孟勛、王雅容、楊林順、蔡福安、李浚凱、羅⼀華、李錦龍
陳秀英、張詔閎、雷孝興、吳添成 、吳東昇、崔競文、朱慧姬、陳尚耀
鄭家惠(全)、彭宏康、樓芮瑞玲、朱明書、廖明輝、吳林秀琴、李權峰
賴清林、陳昭宏、李林春美、林柑、謝⼀鳴、劉威麟、林瑞財、林⼦珊
林簡阿⽟、劉⽯定、吳啟裕、吳施春江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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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萬(3/1) 、張盧雪⽟(2/26) 、羅淑貞(2/24) 、蔡謝梅(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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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片

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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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片
持戒是束縛還是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