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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善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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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lisswisdom.org/teachings/praise/3/433-7-29

供曼達

https://www.blisswisdom.org/teachings/praise/3/43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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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啊吽 嗡啊吽
嗡啊吽 嗡啊吽 嗡啊吽
妙香遍塗花散之大地
須彌四洲日月所莊嚴
淨如佛土我樂敬供養
願諸有情共享此淨土
嗡 意當木古如惹那
曼遮那岡 尼雅達雅昧



對上師生起信心，可以得到三寶的加持

全廣二 100講 09:26- 11:23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100&st1=566&et1=-1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100&st1=566&et1=-1


〈皈敬頌〉可以總攝整本論的內涵，字數不多，但
義理很深！仁波切常說：「學習〈皈敬頌〉主要是要生
起信心，生起了信心之後，後面的法類就很容易生起。
」要再再地思惟、再再地修才能夠生起。透過憶念善知
識的功德、隨念深恩，才能生起。仁波切特別特別強調
這一點，很多善知識也極為重視我們的信心。在很多經
論裡都用大量的譬喻讚美信心的功德，所以我們在聽聞
和學習的時候，最好能夠轉變內心，能令內心發生歡喜
、發生感動！ [10′15″]



為什麼對上師生起信心那麼重要？生起信心，可以
得到三寶的加持。上師是一切諸佛的總聚體，透過對上
師修習信心、隨念深恩，能夠獲得解脫、一切智智，這
是最大的恩德，不是給我們一點點眼前的利益所能相比
的。如果對上師習慣觀察過失、常常觀察過失，是很容
易生起邪見的。如果生起了邪見，就得不到加持！善知
識有很多功德，不是這樣隨便講講說：「啊！善知識很
有功德。」應該再再地觀察思惟，沿著〈皈敬頌〉的文
句義理，多次反覆地思考、專注思考、凝神思考。如果
我們能對善知識生起信心的話，那我們學習《廣論》就
太有意義了！最殊勝的修行方法就是這個！ [11′23″]



老師的叮嚀

n 如何生起信心 -再再地思惟、再再地修、
憶念善知識的功德、隨念深恩。

n 上師是一切諸佛的總聚體，生起信心，可
以得到三寶的加持。

對善知識生起信心的話，
那我們學習《廣論》就太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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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皈依發心》
諸佛正法賢聖三寶尊

從今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修聞法諸資糧

為利有情故願大覺成



密集嘛
(宗大師祈請文)

http://../%E5%AF%86%E9%9B%86%E5%98%9B%2520%EF%BC%88%E5%90%AB%E6%AD%8C%E8%A9%9E%E6%96%87%E7%BE%A9%EF%BC%8F16_9%2520%E9%81%A9%E5%90%88TV%E6%92%AD%E6%94%BE%EF%BC%89.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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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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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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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敬頌(2) 宗喀巴大師造
法尊法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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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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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c9DRmsiP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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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說：

百分之一百自己的條件
+

百分之一百善知識的指導
=

百分之一百圓滿的佛果
#3 P51 L1- L3



廣論練功房

- 信心跟信信。信是最重要。

- 第一個，信得過我們的心。

- 第二個，信尊重。



回家功課

師父舉了小孩吃藥的喻，
是想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手抄#3P62L9~P63L

【譬如自於所不樂品，雖見具有眾多功德，
然由見過心勢猛故，而能映蔽見德之心。 】



【譬如自於所不樂品，雖見具有眾
多功德，然由見過心勢猛故，而
能映蔽見德之心。】

師父開示

• 廣論: P32 LL1-P33L1
• 音檔: 18B 08:52 – 10:30

譬如說，對於你自己不喜歡的事
情，…。

• 手抄: #3 P62 L8~P63 L6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l1&af1=18b&st1=532&et1=630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l1&af1=17a&st1=480.9&et1=656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l1&af1=18b&st1=532&et1=630


譬如自於所不樂品，雖見具有眾多功德，然由見過
心勢猛故，而能映蔽見德之心。又如於自雖見眾過，若
見自身一種功德，心勢猛利，此亦能蔽見過之心。
譬如說，對於你自己不歡喜的事情，儘管它有太多的好
處，但是因為你不歡喜的力量很強，所以它那個好處擋
住那裡，擋不住。我們譬如說舉個比喻，舉個比喻：小
孩子吃藥，小孩子吃藥，那個藥是絕對對他有好處的，
但是他看見：哎呀，苦得要命！他就不歡喜那個苦，不
管藥多好，他就是不想吃下去，就是這樣。所以他不管
對我們有多大幫助，你只要把這種心理在，哪種心理？
就是看見那個過失那個強盛的心理擋在那裡的話，你就
得不到這個好處。



反過來呢，對於我們自己的話，就算有各式各樣的過失
在，但是我只要有一種功德 ─「我」，「我」這個東西
最大的功德，什麼其他的壞事情你都看不見。不要說我
吧，就是對自己的子女，對自己的親人，那個小孩子都
是一無所知的，可是你覺得那是你的親人，那是你的子
女，就是這個功德現在前面的話，什麼過失你也看不見
了。這個很明白的例子。



我是要來跟善知識學習的，
為什麼會觀過？

停一下 想一想



廣論 p195 LL5

1.無知

2.放逸

3.不敬

4.煩惱盛



廣論練功房

Ø 要努力去修善知識對你的功德。

Ø 次第一點都不難，要先從善知識身上修。

Ø 力量加強，最後就都擋得住了。

Ø 任何時候必須跨一步。



科判表



廣論原文(P34L1-P34LL3)

下至唯從聞一偈頌~況非以法而為敬事。

科判表五
甲四 如何正以教授引導學徒之次第

乙一 道之根本親近知識軌理
丙一 令發定解故稍開宣說

丁一 所依善知識之相 丁二 能依學者之相
丁三 彼應如何依師之理
戊一 意樂親近軌理
戊二 加行親近軌理

己一 總示親近意樂
己二特申修信以為根本
己三 隨念深恩應起敬重



下至唯從聞一偈頌，雖犯戒等，亦應就其功德思惟，莫觀過失，悉無差別。《寶雲經》
云：「若知由其依止尊重，諸善增長，不善損減，則親教師或聞廣博或復寡少，或有
智解或無智解，或具尸羅或犯尸羅，皆應發起大師之想。如於大師信敬愛樂，於親教
師亦應信樂，於軌範師悉當發起恭敬承事。由此因緣菩提資糧，未圓滿者悉能圓滿，
煩惱未斷悉能斷除。如是思已，便能獲得歡喜踴躍，於諸善法應隨順行，於不善法應
不順行。」

對於曾領受過法恩的善知識，即使只從他那裡聽聞到短短四句的一個偈頌，
也要心存感念。如果他有犯戒或其他過失等，也還是應該思惟他的功德，切
莫看他的過失，同樣把他當成佛來看，毫無差別。《寶雲經》說：「若真正
了解如法依止師長，可以使得我們的善業增長，無明、煩惱及惡業慢慢地減
少，那麼不管這位親教師(和尚)的知識廣博或寡少，有智慧見解或沒有智慧
見解，清淨持戒或犯戒，都應該把他看成佛。如同對佛那樣的淨信、恭敬、
愛樂，對於親教師也應該這樣；對於軌範師（阿闍黎）也都應該把他們當作
佛一樣的恭敬承事。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成佛的菩提資糧，未圓滿的都能
圓滿，煩惱未斷除的都能斷除。懂得這層道理，才能歡喜奉行，對於種種善
法就會照著師長說的去做，對於不善法就不會去做。」



《猛利問經》亦云：「長者，若諸菩薩求受聖教，及求讀誦。若從誰所聽聞受持，
施戒忍進定慧相應，或是集積菩薩正道資糧相應，一四句偈，即應如法恭敬尊重
此阿闍黎。隨以幾許名句文身開示其偈，假使即於爾所劫中，以無諂心，以一切
種，利養恭敬及諸供具，承事供養此阿闍黎。長者於阿闍黎，作應敬重阿闍黎事，
猶未圓滿，況非以法而為敬事。」

《猛利問經》也說：「長者！想要學佛求受聖教、以及修學讀誦的行
者。無論是從那一位善知識那裡聽聞受持到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智慧這六度，或者是和集積菩薩正道資糧有關的內容，只要
是跟法相應的，哪怕只是聽到最簡單的一個四句偈而已，都應該要如
法的恭敬尊重這位善知識。而且恭敬的程度，應該是隨著他以多少語
句文字、開示了多少的偈頌，就以多少劫的時間，盡心盡力的來行利
養、恭敬和以種種的供具，承事供養這位善知識。長者！對於善知識，
儘管做這樣如法的供養，尙不足以報答他的法恩，更何況是以不如法
的方式來承事善知識。」



學習廣論我有越學越歡喜
嗎?為什麼歡喜/不歡喜？

討論題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我如何可以一直
歡喜的學習下去？



【如是思已，便能獲得歡喜踴躍
，於諸善法應隨順行，於不
善法應不順行。 】

• 廣論: P34L5
• 音檔: 19A 11:54 –14:22

說到這個地方也順便提一下，….。
• 手抄: #3 P80 L5-P81 L5

師父開示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l1&af1=17a&st1=1332&et1=1533.2


廣論練功房

信為能入

智為能度



全廣 II第 236講
(02:10 – 03:26)

真如老師開示



那麼怎麼樣練到一聽到善知識的法音就立刻被這個
法音所吸引，其他自己所想的那些緣突然好像消失了一
般呢？我認為是源於熾烈的歡喜心和希求心。當我們特
別特別歡喜的那件事出現的時候，我們的眼裡、我們的
心裡就只有那件事，其他的不愉快、其他的傷痛，甚至
身體的病痛，在聽到法的時候好像都停止了。所以法對
於有希求心的人來說，確實有一個很深的療癒作用、轉
移作用，會讓傷痛停止，會讓焦灼停止。心裡全神貫注
在聽法的時候，實際上就會同時產生一種愉悅和療癒。
這是就很淺的部分來說。 [02′58″]



那麼對法的希求心是怎麼生起來的呢？大家可以
想一想這個問題。當我們有了那樣的一個希求心之後
，我們就可以受用這個希求心所帶來非常現實的利益 -
你一聽到法之後就開心，一聽到法就好像把人世間所
有的痛苦都忘記一般，真實地體會到法的拔苦與樂的
作用。所以那一點是滿真實的！ [03′26″]



廣論原文(P34L1-P34LL3)

下至唯從聞一偈頌~況非以法而為敬事。

科判表五
甲四 如何正以教授引導學徒之次第

乙一 道之根本親近知識軌理
丙一 令發定解故稍開宣說

丁一 所依善知識之相 丁二 能依學者之相
丁三 彼應如何依師之理
戊一 意樂親近軌理
戊二 加行親近軌理

己一 總示親近意樂
己二 特申修信以為根本
己三隨念深恩應起敬重



第三隨念恩者。《十法經》云：「於長夜中，馳騁生死尋覓我者，於長夜中
為愚癡覆而重睡眠，覺醒我者，沈溺有海，拔濟我者。我入惡道示善道者。
繫縛有獄解釋我者。我於長夜中，病所逼惱為作醫王。我被貪等猛火燒燃，
為作雲雨而為息滅，應如是想。」

第三、經常憶念善知識的恩德。《十法經》說：當我迷失在無明
長夜中，一直輪迴於生死，是我的善知識來尋覓我；當我在無明
長夜中，一直被愚癡覆蓋而昏睡，是我的善知識來覺醒我；當我
沉溺在三有苦海中，是我的善知識來救拔我；當我墮入三惡道時，
是我的善知識來導引我，為我指示善道；當我受困在三有牢獄中，
是我的善知識為我打開繫缚；當我在漫漫長夜，被種種病苦所逼
惱時，是我的善知識化作醫王來救治我；當我身受貪瞋癡等猛火
燃燒時, 是我的善知識化作清涼雲雨為我息滅煩惱火。我們應作如
此思惟，要對善知識發起如此強烈的感恩之心。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20
Sept.

09月02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9月09日 三 我為學習而來
-義工結行

1899幸福田家人 福智學堂

09月16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9月23日 三 廣論課 + 百遍背經法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9月29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0
Oct.

10月07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月14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月21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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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8日 二 宗仰大樓
2月08日 六 提升營 如俊法師 全球網路直播

Q 2
(4-6月)

Q 3
(7-9月)

8月28-31日 五~一 禪修精進營 如得法師 麻布山林

09月05-06日 六~日 企業菁英生命成長營CEO營 松山文創園區

Q 4
(10-12

月)

10月11日 日 憶師恩法會 如淨和尚 線上

TBD 六 中秋普茶+見學 幸福田家人 TBD

10月31-11月1日 六 八關齋戒 幸福田家人 鳳山寺

12月05-06 六~日 皈依法會 法師 鳳山寺

TBD 六 幸福田旺年會 幸福田家人 福智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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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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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組 善行日記 08/12-08/18
1 .帶師兄姐進入神奇的禪繞世界。（品幀）
2.幫三媳婦慶生，請媳婦吃飯、看電影，送生日禮物，喜歡看她開心。（品幀）
3.去探望91歲的媽媽，乖乖聽媽媽說話，陪媽媽散步，買彩卷送給媽媽，跟著她一起築夢。
（品幀）
4.請孫子吃飯，送孫子帆布鞋，給他獎學金，恭喜他進華岡藝校，展開人生另一段里程。
（品幀）
5.關懷生病的師姐，祈求她戰勝病魔，早日康復。(品幀)
6. 關懷同學，如法的給予事業上的建議，並且增強他的信心。(隆安)
7. 歡喜加入菁英營行政工作，提前佈場、搬桌子。(隆安)
8.關懷在公園運動的老人，給她們一個微笑，一句問候，一個擁抱。（品幀）
9.餐廳來了團體包場用餐及廣供，在我的建議下，供燈的部份，將所有的燈集中放置。既滿足
了眾人的心願，也化解了餐廳經營不帶有宗教色彩的宗旨。「善巧」的圓滿達成任務。
（靜雅）
10.承接了佛光山團體的訂購外帶餐盒，日期在餐廳休假的週日。感謝廚房師傅放棄休假，及
工作人員的協助，共同完成了一份善業。（靜雅）
11.幫助新創業的年輕人，為產品拍照寫文宣，協助在平台行銷好產品。（靜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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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組 善行日記 08/19-09/1
12. 護持禪修營，貫徹止靜，法師承許，學員收獲很多。(隆安)，
13.供養法師經書也贈送朋友唸佛機及經書 結好緣。(金枝)
14.搭公車及捷運都有讓座給需要的人。(金枝)
15. 在房間看到一隻小蟲子，找個塑膠袋包住牠丟到門外，送祝福給牠。（威麟）
16. 計程車司機忘了按表，短短路程竟然要加$20 ，看司機大哥年紀不小，工作辛苦，
就讓他加上去了。（威麟）
17.把步道上的蝸牛，移至安全的地方。（品幀）
18.盲人賣口香糖，給錢不拿口香糖。（品幀）
19.住頭份的小孫子新生報到，送他書包，全程陪伴。（品幀）
20.供養法師里仁食品還幫法師提重物及背包。(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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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 善行日記 8/19～8/25
1.開心的跟早餐服務人員問安-宜燕
2.「僧伽護持組員冠宗、偉雄、丞莛、珛育」不定期的前往湖山分院．齋僧供上法味般若湯·會更大力具
足荷擔如來家業 深深隨喜～慈敏
3.關懷宗行一班獨居老學員，直至受感動後供養大筆多年積蓄for傳燈寺～偉雄、冠宗
4.晨起誦經持咒拜懺 日日定課·殷重迴向⋯⋯～慈敏
5·對外向業界的朋友們勸募「僧伽」生活費用·廣傳師父老師的志業及僧團今年的困境·將這一份美好的
善業帶起朋友們共同來護持～慈敏
6.手做手機袋，供禪修營隊使用-宜燕
7.供養法師桌上的桌花-宜燕
8.載禪修營使用器具-宜燕
9.分享247、248心得給今晚同組研討同學-宜燕
19.隨喜文杰師兄精進法師大課學習-宜燕
11. 隨喜群智師兄勇悍題問-宜燕
12.隨喜惠南師姐勇悍提問-宜燕
13.隨喜書端師姐勇悍提問-宜燕
14.隨喜利益師兄學習心得分享-宜燕
15.寫信感謝關懷我的好朋友～瓊鈴
16.今天法師大課非常充實是個美好的一天，也希求自己有好腦袋可以消化～瓊鈴
17.邀請傳燈寺護持團隊·到家中彙整資訊及聯誼～慈敏



第2組 善行日記 8/26～9/1
1.老婆跟閨蜜出遊3天，好好在家陪孩子，讓辛苦的老婆安心出遊～偉雄
2.做功課時觀想著禪修營的善友同學們有殊勝的學習成就～偉雄
3.隨喜1899班上同學·參加2020禪修營·二組同學有凱棠、瓊鈴、宜燕、惠南偕同出席～慈敏
4.大大隨喜二組護持學員宗明、冠宗、家蓁、玉玲、慈敏·默契十足竟然全員到齊·真是讓人驚喜～慈敏
5.隨喜凱棠一手承擔為那的聖職·勇悍又出眾真的是可圈可點～慈敏
6.隨喜瓊鈴摘下承事供水供花殊勝的「耐跑」聖事後勢可為～慈敏
7.禮敬宜燕承擔義工群·重要所有補急差事「特勤人員」不愧是明日之星～慈敏
8.給惠南按100個讚·代表二組在如得法師及全體同學前·供養學習分享·思路清楚口條分明確實是有二組
的特質～慈敏
9.每日關心鼓勵罹患乳癌正在治療中的好友~淑芬
10.和朋友一同出遊，幫忙照顧隨行年長的團員~淑芬
11. 隨喜瓊鈴勇悍承擔供花準備-宜燕
12.隨喜瓊鈴勇悍承擔供水-宜燕
13、隨喜瓊鈴勇悍承擔隊長引領同學至食堂用餐-宜燕
14、隨喜瓊鈴救援房間冷氣搖控器擔-宜燕
15、隨喜瓊鈴、韋君協助選水果-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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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 善行日記 8/26～9/1
16、隨喜瓊鈴、韋君主動引導學員入餐廳-宜燕
17、隨喜二組美人組長保衛全體安全量體溫、洗杯子、整理隊伍......太多寫不完-宜燕
18.隨喜宗明師兄護持法師、整理、供水、搬桌子..........太多寫不完/宜燕
19. 隨喜耿立師兄心得分享利益大家-宜燕
20.隨喜惠南禪修收獲滿滿滿，看到不一樣的自己-宜燕
21.超大隨喜凱棠完美演繹維那.....-宜燕
22. 超級隨喜二組成員們擔任禪修營義工團隊，圓滿成功此次禪修營！非常與有榮焉-玉玲
23.隨喜宜燕禪修營前行正行結行載整車物品，義工營隊期間高舉止靜牌子維持秩序，成就營隊靜心～
瓊鈴
24.隨喜惠南家蓁整理清水供佛供心～瓊鈴
25.隨喜韋君大力護持營隊出力工作～瓊鈴
26.隨喜凱棠擔任維那重責，維護禪堂清淨氣氛，可圈可點～瓊鈴
27.隨喜宗明師兄及慈敏組長隨時救援任何需要，您們就是我的小叮噹～瓊鈴
28.隨喜惠南分享禪修經驗，讓我更想好好跟著大家一起學～瓊鈴
29.隨喜宜燕惠南營隊結束之後馬不停蹄繼續護持1999課程～瓊鈴
30.隨喜大家的隨喜，真的越來越像隨喜達人了，賺不少喔！～冠宗
31. 整理家裡把多的東西捐出去送給需要的人 崇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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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組 善行日記8/19～8/25
1. 幫忙上課錄影(麗美)
2.禮佛.誦經.持咒.回向.共學（美仁）
3.放生螞蟻和菜蟲（美仁）
4. 尿失禁的病人在坐位留下一攤尿液, 恐被沒看清楚的人坐到,等他下車後用信封袋將它蓋起來, 並提醒上車的人勿
坐。 ( 麗美)
5.禮讓插對的人（美仁）
6「當境界來時，一直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是因爲跟我們平常的見解、習性以及無史以來的老毛病有所不同」深深
體會、並且運用在生活學習當中（尚尚）
7.邀約好友來上廣論共學（美仁）
8.參加菁英營三培（政杰）
9.ㄧ秀班長：「注意自己不要成為他人的境」，利他在於依止法。（政杰）
10.如俊法師大課前，先重覆聽聞247、248講（政杰）
11.境出現時自我舊習性仍被打敗了，慶幸能自我很快覺察，將心回到業果決定苦樂，提醒自己，轉心，豁然開朗。
（利益）
12參加菁英營三培，很有感分享「一千個義工，全體的一個鞠恭都會令人感動，佛法不可思議的效果。起天人的因
容易得甘霖的果。佛陀每個字都是無量意。」（利益）
13.與朋友分享拜35佛懺。（利益）
14.提供同事從事生涯規劃的參考。（利益）
15.為朋友帶去素的養生物品。（利益）
16.放生三支菜蟲（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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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組 善行日記8/26～9/1
1. 交通巔峰禮讓車挿入車道，才不會擋住外出的車道。（俊毅）
2.朋友的哥哥臨時住進加護病房，一陣慌亂不知所措，提供經書唸佛機給他安撫她 並買餐點給她，知道她都沒有吃
飯，給她心靈上的安撫，並告知她參加全廣聽聞（尚尚）
3. 社友的小孩在紐約唸書，身體不適不知道如何就醫，幫他了解後先告知步驟，如有問題再請在紐約醫院的堂妹幫
忙。（俊毅）
4.分享有機玉米.梨子給鄰居（美仁)
5.帶孩子爬象山撿垃圾, 幫他培福( 麗美)
6.參與全球拜佛（尚尚）
7.超市幫老婆婆拿她拿不到的罐頭（尚尚）
8兒子主動刷悠遊卡借給老外騎車，全程沒有責備，只有鼓勵並耐心教他如何處理後續（尚尚）
9.參與全球拜懺（美仁）
10.持咒，聽聞佛法、拜懺、參加法會、菁英營培訓（尚尚）
11.參加僧伽護持。（利益）
12.參加全球拜佛35佛懺大禮拜。（利益）
13.在捷運中山站下大雨與一位未帶傘的老先生共傘。（利益）
14.洗手檯有污，隨手以衛生紙擦乾淨。看起來潔淨清爽。（利益）
15.參加星期一1999護持。（利益）
16.誦經.持咒.回向.吃素（美仁）
17.參加法會（美仁）
18.參加四日禪修營（政杰）
19.隨喜禪修營法師開示、主辦義工的付出，參加的同行善友精進學習（政杰）
20.為花.植物澆水（美仁）



第5組 善行日記 8/19－8/25
1.體貼關懷，自動補位，幫第三組準備課間餐食(同時推廣向日麵包)及八月壽星蛋糕（美蘭)
2.幫大陸前同事引介台灣代理經銷（美蒨）
3.幫路人指路（美蒨）
4.幫不方便的鄰居開門關門（美蒨）
5.與教務組師兄姐們一同拜會慈心蘇執行長及玉山金控王副總一起習講9/6的慈心大地課程（允政）
6.用衛生紙輕輕抓小蜘蛛到戶外放生（允政）
7.聯手上台法供養～何謂『隨喜』? 『隨喜』跟修行有關嗎？(必誠、群智)
8.搶著送班長回家。(必誠、媛玲、群智)
9.一同討論的美女育成副班長感謝第5組給予最溫暖的關顧，讓育成副班長深覺賓至如歸。
10.鼓起勇氣在1899班級群組推薦里仁普渡、中秋節產品。(美蘭)
11.開心所推薦的里仁禮盒、師姐善法行業-櫻桃爺爺的商品通過福委會初選、決選，並取得老闆同意
作為中秋節員工禮品。(美蘭)
12.騎Ubike將自己與家人車籃內的垃圾丟進路設垃圾桶（雲淑)
13.陪媽媽做身體檢查(肇鈺）
14.參與共業計劃本週認領6卷般若經(雲淑）
15.告知婦人的傘掉在路旁(肇鈺）



第5組 善行銀行 8/26 - 9/1
1. 出差台中回程已經23點了，卻發現交流道旁還有人在義賣饅頭，趕緊捐贈他們（群智）
2. 開車經雪隧時，誤撞蝴蝶🦋，趕緊回向它（群智）
3. 法師大課時替同修提問（群智）
4. 數次行經交流道發現鳥兒走在路上，放慢速度讓他們安全通過（群智）
5. 鼓起勇氣在全廣ll共學向法師請益，其中1個問題沈澱了快1年；駱班長在幫末學提問時，通勤中的我還是可以
感覺到很緊張，所以真的很佩服提問的同學。(美蘭)
6.見母班同組長者在群組詢問誦經機/念佛機，因護持幹部說當日截單，考量長者偶爾才看Line，趕緊主動致電長
者說明兩者的差別及訂購截止日，協助長者順利訂購。(美蘭)
7.趕在全球拜佛日最後2小時前完成共拜，全球僧俗二眾齊心祈請老師宣講毗缽舍那。(美蘭)
8.緊鑼密鼓為接下來的菁英營做準備（允政）
9.昨晚希求可以護持向日農場麵包🥯，結果一早就傳來月鳳師姐好消息，今天可以幫我趕出40個美味又健康的麵
包給學員（允政）
10.經過了一番努力，終於在今天確認可以協助桃園地方法院整棟新建築作健康建築-GD綠裝修認證，面積5830
坪，破了單一最大案場紀錄，讓在裡面的法官、檢察官、洽公民眾⋯等都有一個健康的空間（允政、群智）
11.買花供衆供養幫家人培福(肇鈺、雲淑)
12.路人將里仁店旁的空箱撞落在騎樓中幫忙撿拾歸位(雲淑）
13.送貨員和友人在電話中因出貨人寫錯地址造成雙方誤會而爭執，待我接手電話壓低聲量請他有空再送(誇區域)
化解衝突(雲淑)
14.參與『全球拜佛曰』共拜(雲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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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組 善行日記 8/26－9/1
15.提醒婦人洋裝內裡未穿好春光外洩(雲淑)
16.在超市幫助外籍人士找到所需的商品(肇鈺)
17. 與學員聯絡菁英營報到相關事宜，上課內容與時程表，提醒注意事項與確認學員參加（媛玲夫妻，
尚耀夫妻，美蒨）
18. 由禪修營學的觀察休，感恩自己，有情（親/中/冤）到無情。我回來後發line 感恩幾個親與冤，結
果，親的反應“妳怎麼了”（哈哈）而冤則很正面，互相釋然（美蒨）
19.驚喜體會專注在呼吸上，竟真的忘卻腰酸背痛
20. 感謝室友雪芳師姐，讓我認識穗花棋盤腳這稀有植物，晚上開花，如夜晚煙花，白天就殞落
（美蒨）
21. 安排家人祭祖事宜並聚餐（美蒨）
22.幫小燕子師姐搬運禪修營物品（群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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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週 第27-28週 合計

眼施 35,811 2,253 38,064
和顏悅色施 34,237 1,864 36,101

言辭施 61,219 2,736 63,955
身施 78,305 5,202 83,507
心施 226,707 10,779 237,486

床座施 984 75 1,059
房舍施 316 45 361
密集嘛 212,436 11,437 223,873
心經 53,129 2,371 55,500

廣論+白話消文 1,393 29 1,422
每週一句 2,500 87 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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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 - 8/11 8/12第五分行分享
8/12 - 8/18 8/19第六分行分享

8/25 如俊法師大課
8/19 - 9/01 9/02第一分行分享
9/02 - 9/08 9/09第二分行分享
9/09 - 9/15 9/16第三分行分享
9/16 - 9/22 9/23第四分行分享

9/29 如俊法師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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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 9/17 - 9/23：
【寶炬陀羅尼云：「信為前行如母生，守護增長一切德
，除疑度脫諸暴流，信能表喻妙樂城。信無濁穢令心
淨，能令離慢是敬本，信是最勝財藏足，攝善之本猶

如手。」】 (廣論 P31  LL5-LL3 )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 9/24 - 10/07：
【十法經云‥「於長夜中，馳騁生死尋覓我者，
於長夜中，為愚癡覆而重睡眠醒覺我者，
沉溺有海拔濟我者，我入惡道示善道者，繫
縛有獄解釋我者，我於長夜，病所逼惱為
作醫王，我被貪等猛火燒燃，為作雲雨而
為息滅，應如是想。」】 (廣論 P31  LL5-L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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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阿底峽尊者傳】捨命求尋菩提心傳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1sJpxIdoA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1sJpxIdoAk




全廣 II第 170講
(03:23 – 04:08)

真如老師開示



大家都知道背一遍就是串一遍，是要花很多時間的
。背書就是要砸下時間，到那個時間不管你心情好還是
壞、今天的健康狀況怎麼樣，到了背書課的時間你就要
去背，不然就沒有進度。還有學《攝類學》的時候，有
很多同學是《攝類學》整本背的，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挑
戰的、持之以恆的堅持，這也是出家人對教證法能夠納
入心續的一個努力，它需要很多很多毅力和堅持，還有
歡喜心。所以師父在這裡邊說：「我有我的善法欲，我
有我的理念，所以我願意去做。」絕對不可以缺少的，
就是善法欲！



回家功課

為什麼師父說，
供佛的果報不如供師長？

手抄#3P87L6~P89L4



你
有
看
到
圓
形
嗎
？



“沉箱錯覺”由美國人安東尼·諾爾恰設計的
主要是利用顏色、光線和圖案，創造出使大腦
混亂的影像。之所以會讓人產生錯覺，是因為
我們當人觀察物體時，基於經驗主義或不當的
參照形成了錯誤的判斷和感知，而大腦試圖解
釋眼睛所看到的事物，因而產生一種與我們面
前真實形象不符的錯覺。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如理作意 法隨法行







《回向文》

願此殊勝功德
迴向法界有情
盡除一切罪障
共成無上菩提



《大回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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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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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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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尊師長壽堅固 潔淨事業遍十方
善慧教法如明燈 常破三界眾生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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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帛聿、
朱秋湶、呂錫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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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梅玲、鄭清文、尚挹芬、崔競文、
雷孝興、顏美華、顏賴利、朱建信、謝賴美玲、許立辰、許書端、
許景琛、何素琴、汪李梅珠、張朱淑華、胡質驊、陳柯月娥、
盛茂、石垣一郎、石垣HIROMI、范曉君、楊必誠、許素梅、
鍾曜明、鍾陳金枝、吳俐陵、張龔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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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仲為(7/13) 、張高金葉(8/5)、楊月雲(8/11)、

邱珀花(8/31)、邱陽秋(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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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