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供&

講聞軌理(總復習)



廣供流程
時間 流程內容 時間 負責人

18:00 - 18:50 準備廣供—義工前行、場地打掃、壇城布置 50分鐘

19:00 - 19:10 廣供前行 10分鐘

19:00 - 19:08 意樂提策 8分鐘 總護持

19:08 - 19:10 禮佛 (向上禮佛三問訊,禮敬師長一問訊) 2分鐘 維那

19:10 - 19:35 廣供儀軌 25分鐘

19:10 - 19:15 供香(班長主供) (供水、供花、供燈) 5分鐘 維那
19:15 - 19:35 廣供儀軌-藏系 20分鐘 維那

19:35 - 19:45 撤供 /善後整理 10分鐘 總護持+全體
19:45 - 20:10 小組時間及討論分享 –從這次疫情我學到什麼 25分鐘 總護持

20:10 - 20:20 行政事項+善行分享 10分鐘

20:20 - 21:05 講聞軌理總復習 50分鐘 班長

21:05 - 21:15 總結、迴向、禮佛 10分鐘



為什麼要廣大供養

供養可以累積福德資糧，
讓很多的煩惱跟無知得到轉換，
轉換成我們對於外在事物正確的認識。
是透過供養福田，來轉換我們的內心。



【發心與回饋的價值感】希望新生 042則

如果，我們供養的發心，
像水晶一樣的清澈透明，
折射利他的七彩慈光；
那麼，
將來的回饋也會是純淨光明的。
純淨的回饋是什麼？
就是只有「樂」，沒有苦痛與煩惱。



紅寶石白曼達
紅寶石白曼達.mp4



禮佛三問訊
禮敬師長一問訊













廣供正行



















禮佛三問訊
禮謝師長一問訊







這次的疫情讓我學到什麼？

運用思惟篇

學習廣論 我會運用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20
June

06月03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月10日 三 如得法師開示心經 如得法師 福智學堂

06月17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月23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0
July

07月01日 三 廣論課+廣供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7月08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7月15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7月22日 三 起群法師分享會 起群法師 福智學堂

0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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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 善行日記：06/17-06/23
1.特別幫一位失業半年的同事認真寫了一封超棒的推薦信，祝福她可以趕快找到工作。（威麟）
2.第一次帶孩子到里仁買東西，向他們介紹綠保和生機概念引發他們興趣。（威麟）
3.房子要交屋給買主了，雖然其他家人覺得沒必要打掃太乾淨可是我仍堅持花錢打掃得像新的一樣，送
祝福給買家謝謝他們買下（威麟）
4.為公寓水塔更新，召集、說明、找廠商、費用認同、監工、完成，收費也順利，解決水的苦樂問題,
一聲謝謝，辛苦了，利人利己，有意義。(火塘)
5.周末跟一群師兄姊到雲林湖山分院煮珍珠奶茶齋僧，賺些資糧。(宏文)
6.到福智三重教室教禪繞畫，這一班都是廣論研討班的學員，裡面還有未來的教室長。我教他們，將來
他們可以去教別人。（品幀）
7. 讀書會中，宣導＂利他自行＂的精神，推廣佛陀的教育(隆安)
8.跟上兜率眾神頌的背誦進度(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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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組善行日記：06/24-6/30
1 出席或關心一秀班長父親謝禮耀大德告別式(第一組同學)
2 鼓勵宏文、惠德承擔7/1第一組善行分享(隆安、宏文、惠德)
3 三重教室最後一堂禪繞課，六週的相處其樂融融，學員上台分享心中的感動與收穫，「溫柔的說話；
說溫柔的話」是我們的通關密語。「我教你，你去教別人」，媳婦回家教85歲的婆婆畫畫，因此她們
成了蜜糖婆媳（品幀）
4.去青年公園探望一位相識50年的朋友，她羨慕我的精采，說自己是一隻囚鳥，除了家庭，沒有天空
。我帶著她到河濱公園散步，我告訴她，每個生命有不同的功課，世間有一種最珍貴的東西，叫作珍
惜。（品幀）
5.送鄰居里仁盛產毛豆，希望跟師父三寶結法緣；兒子工作壓力大，心情不好，line如得法師的心靈對
話幫助他正面思考（淑慎）
7.看到「善陽展望協會」的年輕人在艷陽下為偏遠地區的孩子募餐費，我盡一己之力捐款及善心 （靜雅）
8.向日農場的五堂禪繞課，轉眼已經最後一堂。課程的結束，總是依依不捨，男孩們問：「老師，妳還
會再來看我們嗎？」我：「會啊！有空我就上來陪你們學廣論；農場如果辦園遊會，我可以來上禪繞
課，你們都是我的助教。」男孩們開心的跟我說：「老師再見！」然後，迅速的脫掉上衣下田工作。
他們在大太陽下勞動的身影，和在教室安安靜靜畫畫的神情，感覺差異很大。雖然，我並不知道這五
堂課，可以帶給這些孩子什麼，但他們臉上的笑容，讓我感到溫暖。（品幀）
9.接送品幀師姐到向日農場教禪繞畫（隆安）
10. 首次參加放生活動，在大太陽底下持念咒文並大聲跟著老師念六字大明咒祝福每一個捅子的小魚兒
皆安然回到大海； 收到某位學員訴苦她的廣告公司一直被騙、被退案或延遲，給予正面鼓勵讓她重拾
信心；嘗試在深夜煮好隔天早餐，弄到大半夜換來隔天孩子吃得很開心的去上學（威麟）



第2組善行6/17～6/23
1.感謝黃瀅竹師姐講説「寫立遺囑-善心死」
同時分享給同行善友～慈敏
2.行人道上的機車倒地·協助騎士服正～慈敏
3.生平第一次的助念，深深體驗到助念對往生者的重要性！跟助念者的功德～ 偉雄
4.感恩上課的老師，隨喜認真聽課的同學～瓊鈴
5. 感恩師法友環境，天天在老師的讚頌中，同學們接力誦經祈福中及持續經論學習中度過每一天～玉玲
6.堅持每天5點晨起拜懺，今天滿月～丞莛
7.幫忙鄰居照顧小孩,讓他們可以放心去照料生病的雙親～珛育
8.每到星期六縂是想到失智的老朋友，這次提早一天把一些食品送過去雖然見面卻是談不下去！ ～ 曜明
9.昨晚去了夜市擺攤，大家的生意普遍不好，但我看到沒有任何人是愁眉苦臉的，反而是樂天知命的自在。
很感恩這群夜市伙伴帶給我的善行，讓我心中暖暖的，充滿希望～ 偉雄
10.每天就寢前·短拜三十五佛懺·以舒坦、安樂的心再上床睡覺~慈敏
11.收攤回家已經將近12點了，冠宗還沒睡，特地留了一箱超級好吃的芒果等我過去拿。人生中能有幾位這樣的善友
呢？感恩師法友~ 偉雄
12.愚笨.羞愧所產生的無明熱腦在我的生命中帶來了無限的禍害！
提起正念摧毀消滅它！~偉雄
13.一個專案於昨天結束，結行時有對所有人觀功念恩，感謝大家這五個月陪伴我學習~翊君
14.參觀淨源茶場,好的茶之外,同學亦希求好的食品,協助登記,一個月後到貨,再分配給同學,滿他們的願~火塘
15.看被討厭的勇氣一書，其中有一段內文很有感覺，寫心得跟同行分享~翊君



第2組善行日記 6/24～6/30
1.走在騎樓幫ㄧ位伯伯扶倒下的摩托車。-宜燕
2.1999班組聚， 分享學習廣論心得。宜燕
3.1999班組聚， 感謝同修凱棠的助緣，承接1999關懷員。-宜燕
4.與同學討論廣論心得。-宜燕
5.專車傳遞愛心至一心廚房。宜燕
6.隨喜菁英營團隊場勘。-宜燕
7.報告2020禪修營資訊給同學知曉-宜燕
8.傳遞禪修營資訊給師兄。-宜燕
9.隨喜惠南師姐行銷健康油品至海外。-宜燕
10.隨喜惠南師姐承擔2020菁英營秘書組工作。_宜燕
11.隨喜耿立師兄報名參加禪修營-宜燕
12. 天氣很熱 買飲料給辦公室的外面管理員 謝謝他 總是替我撐傘很不好意思呢⋯⋯以後自己來～崇齡
13.隨喜謝伯伯的告別式法會，讓我體驗到法喜功德，這是謝伯伯饒益我的善行，感恩偉雄
14.隨喜自己在告別式法會至誠恭敬的誦經，法喜充滿～偉雄
15.沒關係你先過～
收攤時已經很晚了，跟老婆拖著沉重的貨品進入電梯，到站時，同室的年輕情侶幫我按著電梯鈕看著我
說：沒關係你先過～
當下心頭一陣溫暖，台灣人的心真美～偉雄
16.用感動的心·正確的思惟·研閲組員們的善行日記·譲末學
想到普賢菩薩行願俱足～慈敏



第4組善行日記 6/17-6/23
1.幫桃園的朋友到旅行社取件, 免除他長途奔沒, 又趕不上截止時間而心生不安(麗美)
2.跟同事溝通一度火爆，冷靜下來，有發賴感謝他們願意加班一起討論，並總結了討論內容與其核對（翊君）
3.誦經.持咒.吃素。（美仁）
4.小琉球海域清澈，有保育類綠蠵龜及潮間帶很有特色，心起保護之心。（利益）
5.同行的社友母親下階梯，挽著她的手一起走，安全。（利益）
6.到珊瑚礁山洞參觀，心默唸密集嘛及心經。（利益）
7.參加國際交換生委員例會為年度服務劃下完美句點。（利益）
8.在遊覽車上也貢獻一首歌，自娛娛人。（利益）
9.餐廳老闆娘手有些扭到，將隨身的辣椒膏給她塗抹疏緩（尚尚）
10.大熱天氣煮飯給媽媽姐姐吃（尚尚）
11.分享讚頌給親友（尚尚）
12.家中出現螞蟻用名片一ㄧ搬離到戶外（尚尚）
13.朋友來台北工作知道她無住所，主動邀請（尚尚）
14清潔打掃除垢洗廁所（尚尚）
15念經、拜懺、讀廣論，回向（尚尚）
16.隨意丟垃圾，被兒子制止，做了最糟的示範，當下修正 並懺悔（尚尚）
17.在醫院陪伴 照顧，鼓勵 不要氣餒，放讚頌（尚尚）
18.六字大明咒練習配合呼吸（尚尚）
19.習慣晨起發心（尚尚）
20.面對工廠員工無理謾罵，觀功念恩（尚尚）



第4組善行日記 6/24-6/30
1. 參加班長的父親謝禮耀大德的誦經超薦法會。（俊毅）
2. 將小學同學的師姐，加入每天誦經後回向的名單，祈求她早日恢復健康。（俊毅）
3.誦經.持咒.吃素;在花博餵鸟和鴿子（美仁）
4.路邊買玉蘭花（建和）
5.誦經回向;參加水路法會（美仁）
6.別人騎樓的垃圾沒人清理，幫忙處理。（尚尚）
7.幫婆婆清耳垢，帶她去美容院剪頭髮，謝謝先生開車載我們來回(淑美)
8.請朋友吃蔬食料理;清理健身房淋浴間的圾垃(淑美）
9.帶環保袋去購物，購買完並將推車推回原位放好（淑美)
10.今天下午去台大醫院幫婆婆拿薬，上廁所時，發現先前的使用者沒冲水，順手冲了水，整間廁所掉落用過、沒用
過的衞生紙，撕了一張衞生紙小心地把地上衞生紙撿起來丟進垃圾桶(淑美)
11. 贊助文山特殊教育學校繪畫才藝訓練班。（俊毅）
12. 觀看密勒日巴尊者傳的舞台劇影片;放生小強（政杰）
13.帶全家至素食餐廳用餐，或外帶素食便當回家吃（政杰）
14.大晴天幫太座曬棉被、被套和被單;口頭表揚同事的優異表現，讓當事人好開心(茂琳)
15.參與送愛心麵包到育幼院活動;乳燕學飛掉落地面，不幸被車輾斃，為其做三皈依，並加以掩埋;到市場買水果，
故意採買有瑕疵賣相不佳的水果;在便利商店結帳時，提醒前一位客人他的鈔票不慎掉落在地上(茂琳)
16.報稅今年覺合理繳稅是應該。心念有關，感謝有可以讓我們自己用心努力珍惜的寶島台灣;去高鐵給計程車司機
鼓勵，零錢不用找。（利益）
17.端午節陪老婆回娘家看望94高齡岳母聊的老人家很高興。（利益）
18.同事有煩惱，想辦法以佛法所學供他參考解決;台中向上路劉麵包店很有理念，多買一些鼓勵。（利益）



第5組善行銀行2.0 6/17～6/30 6/17～6/23
1.夫妻同心，特別排除萬難喬開行程排來上課，下課後並載著最親愛的班長回家。(必誠、媛玲)
2.即使在桃園辦事也要趕回學堂上課，跟著同學們一起陪著時時觀想父親一起授課的孝順大愛班長。(尚耀)
3.上台法供養”如何跟親友介紹廣論、福智”的小組討論心得～竟與如得法師的開示不謀而合；另歷程完全相反的
必誠卻符合廣論上講說軌理的開示，真的是太棒了！(允政)
4.用新手機上Zoom效果很不順，同時使用舊手機上線，以免錯過精彩的上課內容。(青濤)
5.一方面處理工作上人的問題，一方面想著後續趕完進度得趕到班上，雖未成行，但心與大家在一起。(麗玲)
6.提供最專業精準又滿滿善心的穿鞋建議及最優惠的價格給選購鞋款的朋友們，並持續支持偉雄的"善鞋救命"共積
資糧。(梅蘭)
7.特別開車載玉玲並與梅蘭、美蘭會合一起參加班長父親的告別式。(尙耀)
8.財敬供養傳燈寺、鳳山寺及南海寺,祈願師父的志業持續永流傳。(美蘭)
9.竟12年沒捐血，真是汗顏，同時發現能夠捐血成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沒帶證件跑第2趟才完成捐血並收到檢驗
合格可捐血的報告，作為自己生日月感恩父母的印記!!(美蘭)
10.給因為大樓公共工程施工造成信箱有點沾污而被1、2鄰居微詞的輪值主委加油打氣，並感謝他在輪值的短短3個
月期間就締造了極大的貢獻。(美蘭)
11.主動告知義工-看到現場被借用的物品遺漏在角落未拾起（雲淑）
12.感謝老公陪同兒子做公服，讓我在家完成拜佛(𦘦鈺）
13.誦經、拜佛回向學員往生的父親(雲淑）
14.唱讚頌、聽廣論錄音帶(雲淑)
15.布施僧(肇鈺）
16.將路人隨意棄置在信箱上的飲料杯丟入資源回收(雲淑）



第6組善行日記 6/17-6/30
善行分享：
1. 把洗菜時發現的昆蟲送到陽台去放生（文翔）
2. 幫媽媽準備讀書會報告資料（小花）
3. 在餐廳看到一群奶奶要聚餐，過去幫忙移動桌椅（小花）
4. 送餅乾給社區管理員，祝他端午節快樂（文翔&小花）
5. 把室內蟑螂移到外面去（韋君）。
6. 在松山捷運站，見站務人員攙扶女盲者到車廂，留下她一人，到松江
南京站，她一人茫然起立，準備下車。我告知，可以協助她下車，待相
偕走至車廂門口，見有另一位站務人員，已等候在站，盲者隨他而去。
我心中暗自稱許台北捷運公司服務無微不至，並慶幸，在站與站之間做
了連結。(乃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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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第59週 第60週 合計

眼施 305,259 3,039 308,298
和顏悅色施 204,043 3,126 207,169
言辭施 214,885 4,849 219,734
身施 244,586 2,351 246,937
心施 633,024 9,328 642,352
床座施 7,878 99 7,977
房舍施 15,743 3 1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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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第19週 第20-21週 合計

眼施 24,858 1,501 26,359
和顏悅色施 24,226 1,410 25,636
言辭施 47,005 2,774 49,779
身施 56,576 3,155 59,731
心施 157,782 11,761 169,543
床座施 688 36 724
房舍施 268 16 284
密集嘛 150,161 12,515 162,676
心經 38,504 3,326 41,830

廣論+白話消文 1,032 131 1,163
每週一句 1,553 191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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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 6/03 6/03第五分行分享

6/10 如得法師開示
6/10 - 6/17 6/17第六分行分享

6/23 法師大課
6/17 - 7/01 7/01第一分行分享
7/01 - 7/08 7/08第二分行分享
7/08 - 7/15 7/15第三分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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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 7/01：
【由講聞法所獲眾善，應以猛利欲心迴
向現時究竟，諸希願處。 】

(廣論 P23.L2 )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7/01 - 7/08：
【現見此即極大教授，謂見極多由於此事未獲定解，
心未轉故，任說幾許深廣正法，如天成魔，即彼正法
而反成其煩惱助伴。是故如云初一若錯乃至十五。故
此講聞入道之理，諸具慧者應當勵力。】

(廣論 P23.L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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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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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講聞軌理 總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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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三
以何意樂
加行而說

具五想動機

加行

1.於自所起醫想

4.於如來所起善士想

2.於法起藥想

(廣論 P21)

意樂
為令自他得成佛故，說法功德，
即是我之安樂資具。

3.於聞法者起病人想

5.於正法理起久住想

沐浴、潔淨、著鮮淨服

於其清潔悅意處所，坐於座已。

誦持伏魔真言

於徒眾修習慈心

讚自高慢 疲厭

應遠離:

應作是念:

毀他

顧著財物於法慳吝



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

未啟請不應為說
喻：道宣律祖、河西獅子、密勒日巴尊者

雖其請白亦應觀器

若知是器，縱未勸請，亦可為說
喻：賈曹傑尊者



聽聞軌理六種想 說法軌理五想

於自安住如病想者 於自所起醫想

於說法師住如醫想者 聞法者起病人想
於所教誡起藥品想者 於法起藥想

於殷重修起療病想者 於徒眾修習慈心
於如來所住善士想者 於如來所起善士想
於正法理起久住想者 於正法理起久住想

聽聞六想與說法五想



回家功課

師父說了一個三世怨的故事，
是想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

手抄 #2 P160L9-P162L4



日常師父開示
慈悲若無殊勝無漏智慧，不管好事做得多圓滿

，將來還在生死輪迴當中。若要悲智圓滿，一定要靠
三寶。尤其好事做多了，如果沒有智慧攝持，得到很
好的果報，來生大富大貴有了權勢，反而容易造大罪
惡，下一生一定墮落，這叫「三世怨」，這點一定要
避免！所以要將此事做得圓滿，一定要依靠三寶。在
這樣情況下念三皈依和平常就不一樣了。



師父的叮嚀：

講法也好，聽法也好，都有絕大的功德。
曉得善巧利用它，這樣才能增長無盡；
不曉得善巧利用的話，三世怨。

#3 P160 LL5-LL3



師父怎麼帶我們去理解
應以《猛利》《欲心》

《回向現時究竟諸希願處》?



廣論練功房

Ø 「猛」：向上、向前的力量，精進的狀態。
Ø 「利」：要非常明利，得正見、智慧。
Ø 「欲心」：朝向善法之處，善法欲。

Ø 「回向現時究竟 諸希願處」：
眼前的因對了，才能得到究竟的果。

手抄 #2 P164 L8-P165 L2



師父的叮嚀：

講法也好，聽法也好，都有絕大的功德。
曉得善巧利用它，這樣才能增長無盡；
不曉得善巧利用的話，三世怨。

#3 P160 LL5-LL3



若依《聽聞軌理》、《講說軌理》
來講聞正法，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廣論練功房

Ø 對法和法師不恭敬等業障都能淨除
Ø 能斷除錯誤的業習氣
Ø 將法用在身心上，不被煩惱所動
Ø 聽之前，講之前，要有正確的準備，這樣在

聽的時候，講的時候，馬上受用，真正聽聞
正法之前是這麼重要。



影片

成為溝通高手的第一步
如俊法師-溝通高手.mp4



廣論練功房

成為溝通高手的第一步

一.溝通從傾聽開始，傾聽從聽聞軌理開始。
二.聽聞軌理可以幫助我們很快學會尊重他人
，專注傾聽。
三.有了如法聽聞的基礎，才能如法說法，令自
他得益。



回家功課

認真傾聽家人、朋友及同事，
不要急著把自己的觀點強硬的塞給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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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美華、顏賴利、項仲為、何素琴、
陳柯月娥、朱建信、邱陽秋、盛茂、許立辰、謝賴美玲
胡質驊、汪李梅珠、張朱淑華、石垣一郎、石垣HIR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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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慧(5/15)、謝禮耀(6/11) 、吳添成(6/27)、
黨苗桃英(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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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