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聞軌理(六)+講說軌理(一)



我用怎樣的心開始學習呢？



注意！在這裡邊所說的法清淨，上師講到：什麼
是正法？無謬的方便之門，引導所化機去哪兒呢？至
佛地，這才是清淨的正法！清淨的正法具有什麼功德
呢？它能夠修改與救護。所以，正法的定義就是能夠
摧伏所化機的煩惱，能令我們的相續生起功德，並且
引導令我們能夠入正道。那麼我們能夠在一起聽聞和
研討這樣一個有清淨法脈傳承 -從那蘭陀寺的這樣傳
承，雖然後來宗大師是尊止迦摩囉室囉寺的傳承，但
是它們兩個可以收攝為差不多是一樣的。

全廣222講 03’03” - 04’41”



所以能夠聽到這樣的傳承，我們真的要感謝歷代
傳承祖師的辛苦，尤其要感謝為我們講說《廣論》的
師父還有仁波切！沒有這些大善知識為我們講說，我
們是無法了解到其中的竅要。縱然得到《廣論》，在
我們的經櫃裡供上個二、三十年，有些人可能都沒法
打開把它讀一遍；縱然讀一遍也不得其要；如果譯經
院的法師們沒有費盡千辛萬苦把《四家合註》翻譯出
來，我們也沒法用漢文聽到這樣的傳承。所以禮敬一
切傳承祖師，禮敬為正法而努力的僧眾們！也對大家
能夠一直堅持學全廣，謝謝大家的用心，一定要迴向
無上菩提！謝謝！



老師的叮嚀

n 感謝歷代傳承祖師的辛苦，尤其要感謝為我們講說
《廣論》的師父還有仁波切！

n 沒有這些大善知識為我們講說，我們是無法了解到
其中的竅要。

n 如果譯經院的法師們沒有費盡千辛萬苦把《四家合
註》翻譯出來，我們也沒法用漢文聽到這樣的傳承
。

一定大家要一直堅持學全
廣，
要迴向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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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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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6YKyMu2Kf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3Fv=j6YKyMu2Kfc


皈敬頌(1)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南無姑如曼殊廓喀耶（梵語）
敬禮尊重妙音（漢譯）
俱胝圓滿妙善所生身 成滿無邊眾生希願語
如實觀見無餘所知意 於是釋迦尊主稽首禮
是無等師最勝子 荷佛一切事業擔
現化遊戲無量土 禮阿逸多及妙音
如極難量勝者教 造釋密意贍部嚴
名稱遍揚於三地 我禮龍猛無著足



攝二大車善傳流 深見廣行無錯謬
圓滿道心教授藏 敬禮持彼燃燈智
遍視無央佛語目 賢種趣脫最勝階
悲動方便善開顯 敬禮此諸善知識
今勤瑜伽多寡聞 廣聞不善於修要
觀視佛語多片眼 復乏理辯教義力
故離智者歡喜道 圓滿教要勝教授
見已釋此大車道 故我心意遍勇喜

皈敬頌(2)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諸有偏執暗未覆 具辨善惡妙慧力
欲令暇身不唐捐 諸具善者專勵聽
此中總攝一切佛語扼要，遍攝龍猛、
無著二大車之道軌。
往趣一切種智地位勝士法範，三種士夫，
一切行持所有次第無所缺少。
依菩提道次第門中，導具善者趣佛地理，
是謂此中所詮諸法。

皈敬頌(3)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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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前基礎︰聽聞軌理 親近善士 修習軌理 暇滿 道總



科判表



修學佛法
四個要則
九個步驟

四個要則

斷器過
器覆

九個步驟

1.親近善士

2.聽聞正法

3.如理思惟

4.法隨法行

具六想

器污

器漏

1.於自安住如病想

2.於說法師住如醫想

3.於所教誡起藥品想

5.於如來所住善士想

4.於殷重修起療病想

6.於正法理起久住想

#2 P27 L1 9B 14’45”

廣論 P106 L5-L10

廣論 P17 L1



四種學習狀況…多聞 少聞

善護尸羅

不善護尸羅 其禁行非圓

其聞為圓滿

其聞非圓滿

其禁行圓滿

四種學習狀況…



師父說：
尸羅簡單來說是戒，是調伏、清涼、解脫。
碰到煩惱，用法調伏，你就有清涼之感，
在這個罪業上得到解脫，那時候你差不多懂
了

手抄 #2 P110 L2 – P111 L4



什麼是「愛著言說失」？



師父說：
都在文字上面空話！
這個是一個大失足。
學了半天，文字弄得很美，
修的時候說沒用了，
實在覺得好遺憾！好可惜！好顛倒
！

手抄 #2 P110 L2 – P111 L4



如何對治「愛著言說失」？



廣論練功房

n 「故應遠離言說著，常不放逸思惟義。」

n 殷重者，謂於善知識教授，諸取捨處，如實行持
。此復行持，須先了知，知則須聞。聞已了知，
所有需要，即是行持。

n 於聞義，應隨力能，而起行持，是極扼要。

手抄 #2 P115 L11 – P116L13



南普陀手抄<第二冊P58L3如本生中~P59L8這就對了>

我的下手處在哪裡？

停一下，想想看



師父說：
你要曉得怎麼去做，一定要從善
知識那兒聽聞。所以對自己來說
，聽聞是第一個關口，聽了以後
要的的確確的、如實的了知，那
麼照著這個所曉得的，照著他去
深入，這個就是行持。

手抄 #2 P104 LL5 – LL2



師父說，
穿衣、吃飯，無不是道。

為什麼？我可以如何體會串習？

手抄 #2 P88 LL4 – P89 L6
11A 22:53 – 24:12

上週回家功課成果分享



科判表



修學佛法
四個要則
九個步驟

四個要則

斷器過
器覆

九個步驟

1.親近善士

2.聽聞正法

3.如理思惟

4.法隨法行

具六想

器污

器漏

1.於自安住如病想

2.於說法師住如醫想

3.於所教誡起藥品想

5.於如來所住善士想

4.於殷重修起療病想

6.於正法理起久住想

#2 P27 L1 9B 14’45”

廣論 P106 L5-L10

廣論 P17 L1



廣論原文(P20L2-P19L4)
此若僅是空言，~應當發起療病之想。

科判表四

甲三 如何說聞二種殊勝相應正法
乙一 聽聞軌理
丙一 思惟聞法所有勝利
丙二 於法法師發起承事
丙三 正聽軌理



於如來所住善⼠想者。隨念世尊是說法師，發起恭敬。
於正法理起久住想者。作是思惟，何能由其聞如是法，令勝者

教，久住於世。
(五)把說法師當成佛來想，時時憶念佛就是說法師，我

們要對說法師起同等恭敬承事的⼼。
(六)對聖教正法起久住世間之想法。思惟如何藉著聽聞

佛法的功德，使得聖教正法⾧久住世。



復次於法若講若聽，將⾃相續若置餘處，另說餘法，是則任其講何法
事，不關⾄要。故須正為，抉擇⾃⾝⽽聽聞之。譬如欲知⾯上有無⿊污等
垢，照鏡知已即除其垢。若⾃⾏為有諸過失，由聞正法現於法鏡，爾時意
中便⽣熱惱，謂我相續何乃⾄此。次乃除過，修習功德，是故須應隨法修
學。
其次不管講法、或聽法，若不真正受⽤於⾃⼰⾝⼼上⾯，將

所講、與所聽的法與⾃⼰⾝⼼實際⾏持分開，這樣不管講說什麼
法，都沒有⽤處。所以正確的作法是⼀定要將聽聞到的佛法在⾃
⼰⾝⼼上去作抉擇。譬如我們想知道臉上有沒有汙垢，拿鏡⼦來
照，即可去除汙垢 ;若⾃⼰⾏為有很多錯誤的地⽅，因為聽聞正
法，就會由法鏡中顯現出來⾃⼰的錯誤，⽽⼼中⽣起慚愧說:『怎
麼我的⾝⼼差到這種程度啊!』，然後才能改過遷善，積功累德，
所以我們⼀定要在佛法上努⼒修學。



《本⽣論》云：「我鄙惡⾏影，明⾒於法鏡，意極起痛惱，我當趣正
法。」是如蘇達薩⼦，請⽉王⼦宣說法時，菩薩了知彼之意樂，成聞法器
⽽為說法。總之應作是念發⼼，謂我為利⼀切有情，願當成佛。為成佛故
，現⾒應須修學其因，因須先知，知須聽法，是故應當聽聞正法。思念聞
法勝利，發勇悍⼼，斷器過等⽽正聽聞。
如《本⽣論》中，蘇達薩⼦請⽉王⼦菩薩講法時，說；「我

卑鄙惡劣的⾏為，被法鏡⼀照就照出來了。我的⼼中⽣起強烈的
痛苦懊悔，下定決⼼今後定當⼀⼼⼀意趣⼊正法。」⽉王⼦菩薩
了解他⼼中的意樂，知道他已具備聞法法器之條件，所以為他說
法。總之，我們應該要這樣發⼼ :我為利益⼀切有情，所以要成
佛，為了要成佛，現在就應修習成佛的因。為修此因，須先知道
正確的⽅法，要想掌握此⽅法，必須先聽聞，並思惟聞法殊勝的
利益，然後策發勇悍精進的⼼，進⽽斷三過、具六想，好好的聽
聞正法。



奔公甲公案
#2 p122-p126



奔公甲對治自己的煩惱的方法，
有什麼特別之處？

對治煩惱敵，我跟奔公甲有什麼
相同與不同之處？

討論題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本⽣論》云：「我鄙惡⾏影，
明⾒於法鏡，意極起痛惱，我當趣
正法。」】

• 廣論: P20L7
• 音檔: 12B 02:52-05:38

我這卑鄙的、惡劣的行為，
….

• 手抄: #2 P127L1 ～P127 L9

師父開示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20
April

04月01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08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15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21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04月29日 三 廣論課 + 廣供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2020
May

05月06日 三 廣論課+ 浴佛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月13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月20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月26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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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組善行日記 5/13-5/19
1.誦經.持咒.聞法共學（美仁）
2.送社區打掃人員發糕（美仁）
3.以「饒益他人」做為出發點，不要害怕說錯了什麼。就可勇往直前（尚）
4.跟隨法師誦地藏經、春季線上誦經法會（尚尚）
5.佈施在行天宮路口的女尼（淑美)
6.感謝女兒泡茶給我喝，讓我快速完成每週一句及廣論原文及白話消文抄寫(淑美)
7. 買水果不挑選, 買鮮奶不挑到期日, 只拿最外面的(麗美)
8.順手幫忙路人抬推車上階梯(麗美)
9.未帶傘淋雨, 觀察自心 - 平靜否？生起無常想？提醒自己凡事要做準備(麗美)
10.歡喜組聚成辦，二、三個月未見，就算只碰面，這群同行善友，特別感到歡喜並珍惜緣份。（利益）

11.對於視訊上課討論學習關鍵因素，體會有希求心與融入生活反覆修性練心粹練的重要。（利益）
12.念心經與35佛懺，心中自在快樂。（利益）
13.到居家附近的友人餐廳用膳，也捧場加油打氣，也賞小費肯定服務用心。（利益）
14.學習新樂器，人生的第一次，以前是羨慕的看人演奏，現自己開始學習，竟如此的
欣喜，希能達自娛娛人。（利益）
15.《親友書》云，「隨工巧拙木造等，智者應供善逝像。」(廣論P107L9)學習陶土雕塑已兩年多，以
恭敬、清淨心完成佛陀塑像，未來聽聞軌理時，供於案前，修信念恩。（政杰）。



45

第4組善行日記 5/13-5/19
16.放生小強（政杰）
17.觀修次第-「主觀後後道，定益前前道」；即，重點擺在菩提心時，一切前前道自然生起。
與同修在家手抄稿共學已進入14冊、上士道學菩薩行，對之前聽聞過法類的有更正確的理解（
政杰）
18.抄經（美仁）
19.誏大家歡樂還童的(童年)(林松)
20.入公厠髒亂，為下位使用者著想，清潔乾淨。(媖媖)
21.為家中往生蚊子作三皈依及唸心經回向。(媖媖)
22.因病現己眼盲的親戚，想辦法讓她能自行操作廣論i-pad，聯絡到法寶處取得廣論CD，及聯
絡上星光班護持，安排教導自行操作上線上課，CD播放等等前行。(媖媖)
23.誦經超薦直播法會(美仁）
24.添購一些冰箱用環保袋，實踐慈心的環保理念,並並為旁人解說鼓勵一起用。(麗美）
25.參加春季線上誦經超薦法會，恭誦大般若經兩卷(茂琳)
26.財敬供養僧團(茂琳)
27.因運動造成左肩膀疼痛，但每天早上仍堅持拜35佛懺(茂琳)
28.發現有蚊子停在手腕上吸血，優雅地請牠離開(茂琳)
29.寫卡片関懷公司內請長假抗癌的同仁，鼓勵他勇敢面對(茂琳)
30.勵行一天至少吃一餐素食，也鼓勵身邊朋友多吃素(茂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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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組 善行日記：05/13-05/19
1 聆聽師父手抄11A及11B；護持向日農場麵包，送給台北同仁，大家都説很好吃、也很開心。（隆安)
2.關懷正在做化療的師姐，陪她看看影片，聽她聊聊心情，幫她拍拍背，幫她將六幅畫拿去錶框。（品幀）
3.邀約三媳婦去健行，從陽光運動公園走到碧潭，走了13338步，然後請她吃飯。（品幀）
4.接送品幀師姐去向日農場；鼓勵同學聆聽師父手抄稿，並做引導(隆安)
5.造訪向日農場，播下一顆禪繞因緣的種子。深受有勝師兄的故事感動，努力深耕細作而結的果實。我想
將一分感性揉入這方天地，讓這群孩子在禪禪繞繞中，精彩人生。（品幀）
6.贈向日農場一些書，那是用自己的生命寫的成長的故事。一位將入伍的孩子，他在農場二年六個月，送
他一本「初心」祝願他的軍旅生涯平平安安。（品幀）
7. 持續溝通向日農塲“禪繞畫”課程；對爬山的男女老少，鼓勵、關懷，引導正路(隆安)
8. 把家裡打掃好給看房子的人，送上祝福，希望有好人家住進來（威麟）
9. 最近將家裡打掃得更乾淨，螞蟻就不見了（保護小有情）（威麟）
10. 將家中還可以用的小家電 / 衣物跟有緣人分享，不要浪費（威麟）
11. 工作上回網友請教的信件都很認真，遠超過應該的工作範圍（威麟）
12. 回應隆安組長的苦口婆心的邀請，星期三晚上要跟大家一起上線學習 (敬滄)
13. 星期天即將大學畢業的女兒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我已經被指定畢業典禮時擔任系上家長代表上台致詞....
哇哩咧！很想劈頭給她罵下去，這沒有權力說不的任務頓時讓我壓力湧上.....。
掛上電話後想想，如果我能以一個三次創業者的經驗對這些即將踏出校園的職場新鮮人做些分享與建議，
其實也算是件小小的功德。感謝上週班長課堂上的諄諄善導，讓這突如其來的負擔成就我枯槁心靈的些許
莊嚴。(敬滄)



第2組善行日記5/13～5/19
1. 特別早起出門陪媽媽到振興醫院回診，讓媽媽看醫生時，輕鬆自在。並耐心教導媽媽如何使用Line，
再以紅包為媽媽延壽～玉玲
2.年青的消售員既專業又懇切·善意的為消費者說明服務·禮敬年青人的工作態度～慈敏
3.協助視障朋友搭車～瓊鈴
4.早上經過小巷子時，看到有一隻剛往生的小鳥橫死街頭，回到家後實在不忍，猶如自己也正在受著這
樣的苦，於是鼓起勇氣，殷重請求師長加持給我勇氣，帶著害怕的心替小鳥收屍，安葬～
當害怕轉化為悲心時，只有感恩，感恩鳥兒教我生死大課，感恩鳥兒讓我集成佛資糧偉雄
5.返回停好車的車內移動，讓他車方便停靠， 確認他車停好，再將自己的車停好-宜燕
6.昨天再次將口罩寄出希望兒子收到後能夠就近分享給鄰居或同事縂是帶著比較心安 ～曜明
7.上補助課程時當義工協助點名，量額溫～瓊鈴
8.方向防疫用品,關懷陪伴重症病患家屬～珛育
9. 替單身一人在台北好友過生日·除了溫暖關懷慶生之外·心中默默期許希望每年可以為他慶生～慈敏
10.假日的午後·陪著孫子們到了美麗華廣場正巧看見了視障街頭藝人的表演·除了一一的投入50元硬幣讓
他們隨手可做善行也學習靜靜的欣賞他的古箏表演．希望幼小的他們可在一個普通的環境下, 或不適當的
時間能夠感知到"美"。也警覺到我自己在匆匆而過的生活中，我錯過了沿途美麗的風景, 幾乎忘了最初衷
的夢想～慈敏
11.好久不見親愛的二組同學·這段時間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好·真的很開心·今天的聚會好比馬拉松比賽5.5小
時·佩服大家～慈敏
12. 藉著今日二組聚會協助二組Fanny安裝Zoom，並叮囑每週三即使開車也可開zoom上線—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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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善行日記 5/13-5/19
13.感恩組長精心安排的二組團聚，開心看到大家，邊聚餐，邊交換將廣論的聞思修所學，落
實於日常 —惠南
14. 分享二組相聚的美好時光給國外的好友，希望種下善因，讓好友未來常住台灣時，一起學
習廣論～玉玲
15. 在和朋友聚餐後 送對方回家 巨星
16. 最近體悟我們好像不缺白豆子、而是缺少一顆欣賞白豆子的心不論是對自己還是別人、都
發現更多更多的白豆子喔～凱棠
17.送媳婦、孫子⋯終於搭機飛回上海了·折騰了8個小時才到防疫旅舘·明天篩檢報告出爐就可
回家隔離14天·感謝孩子勇敢地帶著小朋友真的辛苦了～慈敏
18. 今日晨讀廣論二106 講結論，真如老師說：“我們將在明了自心的過程中，去發現這個
世界的美好”，由此心施 開啟了我依止實踐的一天 –惠南
19約爸媽一起上蒙山施食～瓊鈴
20介紹一本好書給同事～瓊鈴
21.讀人性的弱點書籍，正視自己的缺點加以修正~麗雪。
22.持誦心經回向父母親，身心安康~麗雪。
23. 完成般若經417-419卷，回向新冠病毒疫情盡快平息～玉玲



第3組善行日記 05/13-0519
1.今天擔綱「1899幸福田善行推廣中心」指揮官，四平八穩、有模有樣，宣說上師法語，鼓勵同修善行不
要「嘉玲」，是多多益善。（昱中）
2.體貼三組家人們，籌劃「1899幸福田善行推廣中心」在心中醞釀數日，任務完勝，雖是特派員但實質包
辦策劃、寫稿、角色挑選⋯⋯莫覺如負擔，有歡喜心。（志立）
3.臨危受命擔任特派員指定代打，沒有演練，沒有Re稿，語調從容，溫柔婉約，不慌不忙，讓三組善行分
享增色不少。（語婕）
4.以往在南部與幾位同事組成幫助小學生就學的捐款，現因疫情關係沒有下南部，今仍匯錢給同事，希望
每月捐款不中斷，讓小朋友的就學無後顧之憂。（耿立）
5.今天某名牌櫃姐line我，說有ㄧ款今夏新包很適合我，我檢視內容，還真對我胃口，這位櫃姐太懂我了，當下心想「
相逢自是有緣，不是嗎？」「心動不如馬上行動」；且慢、且慢⋯⋯我缺包嗎？真的需要嗎？有獨特功能嗎？它能令我
開心多久？ㄧ旦擁有它就要保養它、儲存它，ㄧ段時間後就成了負擔，為什麼要徒增煩惱呢？何不轉心做供養，效益
、功德會倍倍增長呢！隨喜自己即時「煞車」！是的，生活中起心動念都是「道」，都能「修」。（淑雯）
6.以往在南部與幾位同事組成幫助小學生就學的捐款，現因疫情關係沒有下南部，今仍匯錢給同事，希望
每月捐款不中斷，讓小朋友的就學無後顧之憂。（耿立）
7.今天某名牌櫃姐line我，說有ㄧ款今夏新包很適合我，我檢視內容，還真對我胃口，這位櫃姐太懂我了，當下心想「
相逢自是有緣，不是嗎？」「心動不如馬上行動」；且慢、且慢⋯⋯我缺包嗎？真的需要嗎？有獨特功能嗎？它能令我
開心多久？ㄧ旦擁有它就要保養它、儲存它，ㄧ段時間後就成了負擔，為什麼要徒增煩惱呢？何不轉心做供養，效益
、功德會倍倍增長呢！隨喜自己即時「煞車」！是的，生活中起心動念都是「道」，都能「修」。（淑雯）
8.謝老師是許多莘莘學子的良師，更是我的益友。我倆的合作基礎建立在完全信任，而且真實不虛；感恩他認同我的
教學理念，欣賞我的翻轉教育，支持我的小班教學⋯⋯，我們也ㄧ起落實有愛的教學，那是對孩子的支持、關懷與陪伴
，如同寒夜中一盞明燈，我們就是那提燈人。感恩謝老師與我一起守護這塊教學淨土，不僅讓夥伴們學科知識與教學
核心能力茁壯，更在大捨無求的教育愛上開花結果。（淑雯）



善行銀行2.0
善行日記
5/13～5/19
1.深深隨喜雲淑每天定課6小時，如此勇悍精進是我們效學的楷模。(美蘭)
2.上課法供養小組討論心得，並分享如何將廣論所學提起心力運用在女兒身上，讓女
兒在家跟在學校一樣依序行事，由煩惱轉為歡喜!!(允政)
3.為了協助美蘭公司的端午禮品提案，率家人優先品嘗靜雅師姐代理的加拿大藍莓酵
素飲，並帶去自家公司請同事們幫忙品嚐鑑定。(梅蘭)
4.關懷組內學員伙伴，一發現有組員善行，隨即協助紀錄善行（美蘭）
5.小組心得分享(雲淑）
6.念科判陪伴孩子睡覺(雲淑)
7.為螞蟻祈求脫離險境離開蟻窩免得被(學校老師)殺蟲劑消滅(雲淑)
8.誦經回向往生學員及學員的父親祈福(雲淑)
9.將隨喜功德回向給對方祈福(雲淑)
10.鳯山寺供燈/香、拜佛(肇鈺、雲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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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組善行日記 5/13-5/19
善行銀行2.0
1. 在全廣共學提問以及心得供養。(文翔)
2. 跟同仁分享學習廣論的心得與收穫，希望能對同仁有所饒益。(文翔)
3. 協調組聚日期，統計人數並且聯絡靜雅師姊訂位與點餐事宜。(小花)
4. 發起組聚地點投票，組聚當天幫忙麗美師姊找到餐廳、現場全方位貼心照顧大家
。(韋君)
5. 熱情參加陪伴第六組棒棒堂組聚。(班長副班長及護持幹部)
6. 帶咖啡禮盒來組聚和大家結緣。(惠玲師姊)
7. 帶方塊酥來組聚和大家結緣。(麗美師姊)
8. 最近體悟我們好像不缺白豆子、而是缺少一顆欣賞白豆子的心不論是對自己還是
別人、都發現更多更多的白豆子喔～凱棠
9. 在里仁購買友善環境的蔬菜，並將電子發票捐給福智文教基金會。(小花)



52

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第14週 第15週 合計

眼施 20,040 1,040 21,080
和顏悅色施 18,666 2,010 20,676

言辭施 39,174 1,652 40,826
身施 46,260 2,289 48,549
心施 122,971 8,322 131,293

床座施 534 37 571
房舍施 210 22 232
密集嘛 112,711 8,948 121,659
心經 29,624 1,984 31,608

廣論+白話消文 636 83 719
每週一句 919 125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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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 4/29 4/29第一分行分享
4/29 - 5/06 5/06第二分行分享
5/06 - 5/13 5/13第三分行分享
5/13 - 5/20 5/20第四分行分享

5/26 法師大課
5/20 - 6/03 6/03第五分行分享
6/03 - 6/10 6/10第六分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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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行
一善

我認真聽帶，我聽到…
我認真跟佛菩薩祈求…
我很感謝…，因為…
我察覺到…，因為…
我今天看見…，主動…
我今天出門帶環保袋購物…

可以這樣做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5/13 - 5/19：

【言殷重者，謂於善知識教授，諸取捨處，如實行持。
此復行持，須先了知， 知則須聞，聞已了知，所有
須要，即是行持。故於聞義，應隨力能，而起行 持

，是極扼要。】
(廣論 P19.L4-L6 )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5/20 - 6/03：
【總之應作是念發心，謂我為利一切有情，願當
成佛，為成佛故，現見應須修學其因，因須先知
，知須聽法，是故應當聽聞正法。思念聞法勝利
，發勇悍心，斷器過等而正聽聞。】

(廣論 P20.L8-L10 )



廣論科判就像地圖，

廣論原文就像成佛的道路，

師父的開示就像走在成佛道路的前導車，

老師的引導就像打開前導車的金鑰匙。





1899 小共學進行方式

• 主持人：一秀班長、丞莛副班長、文隆副班長
淑慎副班長、火塘副班長、足娟副班長
、正芬副班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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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秀班長、丞莛副班長、文隆副班長
淑慎副班長、火塘副班長、足娟副班長
、正芬副班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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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講次( 5月為26-30講)
• 方式：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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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星 生日
楊必誠 5/1

丁雲淑 5/11

陳敬滄 5/16

五月份壽星

壽星 生日
謝一秀 5/28

王志輝 5/30

陳淑美 5/3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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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真正的內涵與意義





科判表



廣論原文(P20L11-P21L6)
第二說法~譯為成就勇進

科判表四
甲三 如何說聞二種殊勝相應正法
乙一 聽聞軌理
乙二 說法軌理
丙ㄧ 思惟說法所有勝利
丙二 發起承事大師及法
丙三 以何意樂加行而說
丙四 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



第⼆說法軌理分四，⼀、思惟說法所有勝利，⼆、發起承事⼤師及法，三、以何意
樂加⾏⽽說，四、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今初
若不顧慮利養恭敬名等染事，⽽說法者勝利極⼤。《勸發增上意樂》中云:「慈

⽒，無染法施，謂不希欲，利養恭敬，⽽施法施。此⼆⼗種是其勝利。何等⼆⼗？
謂成就念，成就勝慧，成就覺慧，成就堅固，成就智慧，隨順證達出世間慧，貪欲
微劣，瞋恚微劣，愚痴微劣，魔羅於彼不能得便，諸佛世尊⽽為謢念，諸⾮⼈等於
彼守護，諸天於彼助發威德，諸怨敵等不能得便，其諸親愛終不破離，⾔教威重，
其⼈當得無所怖畏，得多喜悅，智者稱讚，其⾏法施是所堪念。」於眾《經》中所
說勝利，皆應⾄⼼發起勝解。其中成就堅固

說法的⼈如果能完全不顧著利養、恭敬、名聞等染著的事，其說
法的功德是⾮常⼤的。《勸發增上意樂經》中說:「彌勒菩薩，清
淨無染的法施，就是內⼼不會貪圖利養、恭敬這些事情，⽽⾏的
法施，它具有⼆⼗種殊勝利益。那⼆⼗種呢？



1.對於所聽聞的文句義理，能不忘記。2.成就聞慧。3.成就思
慧。4.成就修慧。5.成就資糧道和加行道的世間智慧。6.成就
見道以上的岀世間智慧。7 減輕貪欲。8.減輕瞋恚。9.減輕愚
痴。10.魔不能惱害。11.諸佛護念。12.護法守護。13.天人助
發威德。14.怨敵不能傷害。15.親友眷屬不離棄。16.言教威重
。17.心無怖畏。18.心常喜樂。19.智者稱讚。20.所行法施，
堪為眾生所憶念。」許多經典都談到說法的勝利，對此應該至
心的生起深刻的定解。二十種殊勝利當中的「成就堅固」，在
新譯的《集學論》的版本裡譯作「成就勝解」，在其他較早的
譯文版本裡，則是翻譯為「成就勇進」。



廣論原文(P20L11-P21L6)
發起承事大師及法~即是我之安樂資具

科判表四
甲三 如何說聞二種殊勝相應正法
乙一 聽聞軌理
乙二 說法軌理
丙ㄧ 思惟說法所有勝利
丙二 發起承事大師及法
丙三 以何意樂加行而說
丙四 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



發起承事⼤師及法者。如薄伽梵說佛母時，⾃設座等，法者尚是諸
佛所應恭敬之⽥，故應於法起⼤尊敬，及應隨念⼤師功德，及其深恩
起⼤敬重。
說法者在傳法之前，應該要⽣起承事供養佛以及對法的恭

敬⼼，連佛 (薄伽梵)在宣說佛母《般若經》的時候，都⾃⼰
鋪設法座講法。佛對於所要傳授的法義尚要⽣起極⼤的恭敬
⼼，何況是我們？所以我們在說法時，要對法⽣起無⽐的恭
敬⼼，並且隨時憶念佛的功德及恩惠，從內⼼⽣起⼤敬重。



以何意樂加⾏⽽說中，其意樂者，謂應安住，《海慧問經》所說五
想。謂於⾃所應起醫想，於法起藥想，於聞法者起病⼈想，於如來所起
善⼠想，於正法理起久住想，及於徒眾修習慈⼼。應斷恐他⾼勝嫉妬，
推延懈怠，數數宣說所⽣疲厭，讚⾃功德舉他過失，於法慳吝，顧著財
物謂⾐⾷等。應作是念，為令⾃他得成佛故，說法功德，即是我之安樂
資具。
以何意樂加⾏⽽說中，其意樂者，謂應安住，《海慧問經》

所說五想。謂於⾃所應起醫想，於法起藥想，於聞法者起病⼈
想，於如來所起善⼠想，於正法理起久住想，及於徒眾修習慈
⼼。應斷恐他⾼勝嫉妬，推延懈怠，數數宣說所⽣疲厭，讚⾃
功德舉他過失，於法慳吝，顧著財物謂⾐⾷等。應作是念，為
令⾃他得成佛故，說法功德，即是我之安樂資具。



廣論原文(P21LL2-P22L6)
其加行者~思彼即我安樂具

科判表四
甲三 如何說聞二種殊勝相應正法
乙一 聽聞軌理
乙二 說法軌理
丙ㄧ 思惟說法所有勝利
丙二 發起承事大師及法
丙三 以何意樂加行而說
丙四 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



其加⾏者，謂先沐浴具⾜潔淨，著鮮淨服，於其清潔悅意處所，坐於座
已。若能誦持《伏魔真⾔》，《海慧經》說則其周匝百踰繕那，魔羅及
其魔眾諸天所不能⾄，縱使其來亦不能障，故應誦咒。次以舒顏，具⾜
審定義理所有喻因⾄教，⽽為宣說。《妙法⽩蓮經》云:「智者常應無嫉
妬，說具眾義和美⾔，復應遠離諸懈怠，不應起發厭患想。智者應離⼀
切慼，應於徒眾修慈⼒，晝夜善修最勝法，智以俱胝阿庾喻。令眾愛樂
⽣歡喜，於彼終無少希欲，亦不思欲諸飲⾷，噉嚼⾐服及臥具，法⾐病
緣醫藥等，於諸徒眾悉無求。餘則智者恆願⾃，及諸有情當成佛，為利
世故⽽說法，思彼即我安樂具。」
意樂具備了以後，應該要做些什麼準備呢？要先沐浴潔淨⾝⼝
，穿上乾淨的⾐服，然後到清淨莊嚴說法的道場。登上法座誦
持《伏魔真⾔》(咒語)。《海慧經》說持誦咒語可以讓周圍百⾥
，所有的魔軍、魔眷都無法接近，即使來了也不能障礙說法，
所以應該⾄⼼誠意的持誦。



接著，要以歡喜心，用具足師長傳承、內容正確無誤的義理與
理路，配合種種容易明白的事例做比喻，最後再引佛的經教印
証來宣說聖教。《妙法白蓮經》說：「真正具備佛法正知見的
智者，應該沒有忌妒心，說法的時候要能圓滿的說明義理，說
的話語要文雅優美，而且遠離種種推卸怠惰，更不應該有厭煩
的心；具備正知見的智者，應該遠離一切不相應的心，對於來
聽法的人都要修習慈悲心，並且晝夜都努力修行最殊勝的教法
；智者要以廣大眾多的譬喻，讓聽者都好樂聽聞而且心生歡喜
，對他們不希求任何回報，不管是飲食、衣服、臥具、法衣、
醫治疾病的藥物等，都無所求。智者唯一的願望是回向自己和
所有有情都能成佛，為了真正利益世間而講法，才是我得到恆
久安樂的資糧。」











回家功課

六祖⼤師說，
「若真修道⼈，不⾒他⼈過。」
我可以如何⽤在⽣活及⼯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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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
願此殊勝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盡除一切罪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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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嘆傳承師長



我之師長宗喀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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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師長壽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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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羽辰、張力允、蕭丞莛、顏金蓮、趙永籐、彭昱中、 雷鈜亮、
朱秋湶、呂錫元、洪進步、李權峰、李宗明、李林春美、 梁世財
楊致文、吳文鶯、陳尚耀、陳淑釵、林群智、蘇梅玲、鄭清文、
尚挹芬、崔競文、雷孝興、黨苗桃英、顏美華、顏賴利、項仲為
陳柯月娥、朱建信、邱陽秋、盛茂、許立辰、謝禮耀、謝賴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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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李素貞(4/6) 、陳建周(4/15)、陳守(4/20) 、李春妹(4/24)、

黃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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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自回向



【拜佛改變命運】
專一至誠，

以全部的身語意，禮佛！
當下心境開朗真純，
雜念全無。
堅持拜下去，
有一天會發現全新的我。

<摘錄於希望新生130則>





南無薄伽梵如來摧敵者
清淨圓滿功德勝者釋迦牟尼佛

能淨萬劫之罪



南無金剛藏善鎮伏如來

能淨萬劫之罪



南無寶放光如來

能淨兩萬劫之罪



南無龍尊王如來

能淨千劫之罪



南無勇猛軍如來

能淨千劫之罪



南無吉祥喜如來

能淨兩千劫之罪



南無寶火如來

能淨兩千劫之罪



南無寶月光如來

能淨八千劫之罪



南無不空見如來

能淨一劫之罪



南無寶月如來

能淨五無間罪



南無無垢如來

能淨近五無間罪



南無吉祥施如來

能淨嗔恚發起之罪



南無梵淨如來

能淨貪欲發起之罪



南無梵淨施如來

能淨萬劫之罪



南無水天如來

能淨千劫之罪



南無水天尊如來

能淨五千劫之罪



南無吉祥賢如來

能淨五千劫之罪



南無栴壇功德如來

能淨七劫之罪



南無無邊威光如來

能淨七劫之罪



南無光德如來

能生無量功德



南無無憂德如來

能淨愚痴發起之罪



南無無愛子如來

能淨習氣發起之罪



南無功德華如來

能淨一切身障



南無梵淨光遊戲神通如來

能淨一切語障



南無蓮花光遊戲神通如來

能淨一切意障



南無財功德如來

能淨一切盜取僧物之障



南無德念如來

能淨毀謗補特伽羅之障



南無德名廣稱揚如來

能淨一切忌妒發起之障



南無王頂幢王如來

能淨一切我慢發起之障



南無善鎮伏功德如來

能消離間品



南無鬥戰至勝如來

能消煩惱品



南無善鎮伏遊步功德如來

能淨一切教他作之罪



南無周匝光明莊嚴功德如來

能消隨喜他作之障



南無寶蓮花善鎮伏如來

能淨謗法之障



南無如來摧敵者清淨圓滿
善住寶蓮花須彌山王佛

能消毀謗上師
及衰損誓言之障



願如是等所有⼗⽅世界中

住世之如來摧敵者清淨圓滿佛陀薄伽梵

此等⼀切慈哀念我



禮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