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智慧的寶典 –

菩提道次第廣論

18春991班

修習軌理 (十五)





跟著老師念誦

〈三稱本師聖號〉

〈開經偈〉

〈大乘皈依發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YmDn6rJcw8

file:///E:/%E5%B8%AB%E9%95%B7%E5%89%8D%E8%A1%8C/%E8%B7%9F%E8%91%97%E8%80%81%E5%B8%AB%E5%81%9A%E5%89%8D%E8%A1%8C.mp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YmDn6rJcw8




蓮花喻讚(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1oUcqkxwA







為什麼會有浴佛節呢？
浴佛這件事跟我有什麼關係？



2016年7月 R1 8





小結

n 我們都有離苦得樂的本能。
n 生命的特徵是以心靈為主宰。
n 我們常常忽略心靈的成長。
n 佛陀看見世間的真相—苦。
n 佛陀發願要幫助一切人離開痛苦。
n 浴佛節就是慶祝佛陀的生日。
n 我要發願跟著佛陀學習。



小結

n 我們不認識苦樂的本質與原因，所
以有錯誤的認知與習慣。

n 要將錯誤習慣改掉(淨罪)以及養成
行善的習氣(集資)

n 三寶(佛法僧)是福田；由供養三寶，
淨罪集資可產生很大的效應

n 浴佛是供養方法之一，功德非常大



我們要怎樣浴佛呢？



發願…

我要好好跟著佛菩薩、師長學習，

我要照著佛菩薩、師長教我的去做，

我要像佛一樣達到究竟圓滿的狀態。





https://bwsangha.org/buddhasbirthday/

https://bwsangha.org/buddhasbirthday/




回向…

感恩佛菩薩、師長，感恩同行，
感恩家人及自己的善根，
將今天的學習及浴佛的功德，
祝福自己學法順利，家庭社會皆祥和
祝福一切有情的生命都能圓滿。



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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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前基礎︰聽聞軌理 親近善士修習軌理暇滿 道總



全廣二 265講 03:41- 04:39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265&st1=221&et1=279

這是個爬坡，爬坡是不輕鬆的；
掉下去很輕鬆，但是也沒命了。



科判表



破除
於此修軌
邪執分別

破斥昧於
觀修止修謬解

智者也要修止 ; 
孤薩黎也要對善知
識修信

Ø 正修道時唯應止
Ø 不應思擇觀察修

廣論 P52 LL5- P58LL1

聞 聞所成慧
思 思所成慧
修 修所成慧

錯誤見解 正確理路

Ø 所有思擇觀察修都是
修定的前行

Ø 修止也要觀察思擇
(觀察思擇是修止的正

行之一)

破斥心未趣向
聖言之愚者

破斥解修極狹
之自詡智士者

Ø 智者唯應觀察思
擇修，孤薩黎唯
應止修

Ø 思擇觀察修會
障礙修止

廣論 P52 LL5

廣論 P55 LL3

廣論 P56 LL5



破除
於此修軌
邪執分別

破斥心未趣向
聖言之愚者

廣論 P52 LL – P55 LL4

1 正破

2 辨識最初興惡說者

3 明此惡說為教法隱沒因緣

4 自宗以觀察止住二者修習之理

1此為昧於聞思修三者建立之妄言

2昧於聞思修三扼要之相者

3修與修所成有別

4修之字義者

5如是修與串習須為同義者

6所謂修者非極狹隘之依據及正理者

何等境應觀察修

何等境應止住修

(問&答)



破除
於此修軌
邪執分別

破斥昧於
觀修止修謬解

廣論 P55 LL3 – P56 LL6

1 敘宗

2 破彼

1智者及孤薩黎所修俱須觀察止住修

2明須俱以觀察止住而修之依據者

3觀察修之所為義者

4明錯修之相者

5明一切德皆觀待於智慧觀修者

智者唯應觀察思擇修，
孤薩黎唯應止修

廣論 P55 LL3

以此一一皆需二故…修習猛信等故。

又此二種修習道理…由觀察而修習者。

若無觀修或是微少…即是慧故。

是故於道幾許修習…即是走入錯道正因相。

又於三寶等功德…他不能轉。



回家功課

師父是如何帶我們領會念佛法門？
為什麼恭敬念佛，

心中要感到無比慚愧？

手抄#4 P137 - 138



廣論原文(P57L6-P58L3)

如是成已~讚厭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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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二總略宣說修持軌理

丁一正明修法

丁二破除此中邪妄分別



如是成已，隨所欲修若⽌若觀，於彼屬意無⼤劬勞，即能成辦。如是
觀修，即是成辦無分別定勝⽅便故。
如是亦如聖無著云，「譬如黠慧鍛師或彼弟⼦，若時為欲淨除⾦銀⼀

切垢穢，於時時中⽕燒⽔洗，柔軟隨順，現前堪能成辦彼彼妙莊嚴具。黠
慧鍛師若彼弟⼦，隨所了知，順彼⼯巧以諸⼯具，隨所欲樂妙莊嚴相，皆
能成辦。如是諸瑜伽師，若時令⼼，由不趣向貪等垢穢，⽽⽣厭離，即能
不趣染污憂惱。若時令⼼，由善品，愛樂趣向，即⽣歡喜。次瑜伽師，為
令其⼼於奢摩他品，或毘缽舍那品，加⾏修習，即於彼彼極能隨順，極能
安住，無動無轉，如為成辦所思義故，皆能成辦。」

如果內心能轉成這種狀態，無論想要修持止或觀，將心投注
其中，不必費力就能成就。所以這樣的觀察修，實是成辦無分別
三摩地最為殊勝的辦法。



正如聖無著在《瑜伽師地論》所說 : 「如同技藝精湛的工匠或其學
徒，為了淨除金銀中所有污垢雜質，便時時地將金銀在火中燒練、
以水清洗，鍛鍊得柔軟堪用，能夠做成種種飾品。於是精巧的工
匠或其學徒，以其熟稔的技術，運用工具隨心自如地製造出各種
裝飾品。同樣的，當瑜伽師由於心不趨向貪心等垢穢而生起厭離，
不趨向具染污的憂惱 ; 並由趨向喜愛善品而生起歡喜時，則此瑜
伽師，令心修習奢摩他方面或者毗缽舍那方面，都能極其相應、
極能安住、不動不搖，也因此能成辦所思惟的義理。」

止: 寂止，奢摩他或
觀: 勝觀，毗缽舍那
瑜伽師: 觀行者之總名也。瑜伽為相應。觀行即禪定相應之人，名為瑜伽師。



又能令⼼堅固安住，⼀所緣境勝三摩地，所有違緣要有⼆種，謂沈及掉
。是中若有猛利無間，見三寶等功德之⼼，則其沈沒極易斷除。以彼對治，
即是由見功德門中策舉其⼼。定量諸師，多宣說故。若有無間猛利能見無常
苦等過患之⼼，則其掉舉極易斷除。以掉舉者，是貪分攝散亂之⼼。能對治
彼，諸經論中，讚厭離故。

另外，心堅固地安住次一所緣的三摩地，其主要的違緣有沉
沒及掉舉二種。對此，如果有強烈而持續的觀見三寶等功德之心，
就能非常輕易地斷除沉沒，因為許多具量善知識都提到，沉沒的對
治法即是透過觀見功德而振奮內心。若有持續的觀見無常及苦等過
患之心，就能極輕易地斷除掉舉，因為掉舉是屬於貪欲一類的散亂
心，所以許多經典都讚嘆厭離為其對治法。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21
April

04月07日 三 廣論課+洛桑醫師分享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14日 三 正念引導+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21日 三 如亨法師關懷 如亨法師 福智學堂

04月27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1
May

05月05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月12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月19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5月25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1
June

06月02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月09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月16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月23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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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行分享
璀璨⼈⽣組



2.0善行記錄分享
各分行輪值，於週三上課時，分享該分行善行小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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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人生組善行日記 💕5/12～5/18
1.善行：主動提議陪伴爸媽到南部為長輩上香(瓊鈴)
2.為什麼做此善行：我很喜歡那位長輩，想替她盡最後一點心意，也不放心爸媽舟車勞頓無
人陪伴。(瓊鈴)
3.對方反應：長輩家人看到我，覺得安慰，我也請阿伯一家身體保重。爸媽有我陪伴也覺得
開心。(瓊鈴)
4.我內心的受用：長輩示現無常，我要更珍惜暇滿人生。人們常說“愛要即時”，別吝惜把
愛說出口，當我一邊坐在高雄的計程車上，一邊聽一秀班長“儒商”讀書會的分享，文翔點
名我的時候車子正好開到“曾子路”，真是非常奇妙的感覺，深深覺得自己好幸福。(瓊鈴)



37

觀修組善行日記 💕5/12～5/18
1. 誦經持咒，祈求保佑台灣平安、好友健康(隆安)
2. 聞法、誦經持咒、拜懺回向台灣新冠疫情儘速平息，確診者及隔離者業障病障悉消除，身
心得安康（雪芳）
3. 疫情期間單親爸媽探視孩子易遭刁難，用上週末時間努力開社團鼓勵這些家長們（威麟) 
4. 頌藥師咒、聞法、聽聞佛法、拜懺回向給業障病者及世間有情，和剛過世的堂兄。(俊毅)
5.放生一隻蜘蛛、兩隻臭蟲(淑美)
6.幫婆婆修剪頭髮(淑美)
7. 網購護持向日農場麵包及商品（政杰）
8. 參加菁英營性展法師開示，受益良多（政杰）
9. 聞法、拜懺回向台灣新冠疫情儘速平息，確診及隔離者業障病障悉消除，身心得安康
（政杰）
10.線上頌般若經、藥師經、拜懺 鳳山寺點燈祈福.（尚尚）
11.菁英營線上聽聞法師主講及師父第一次企業營開示音檔，修信念恩饒益甚多（利益）
12.捐贈發票。（利益）
13.唸經、拜懺，回向法界有情，盡除一切罪障，疫情盡快消除。（利益）
14.公司實施較大的彈性上班，避開人潮，提高防疫安全。（利益）



我樂菩提組♥善行日記 📝5/12-5/18～
1.參加一秀班長、南宏師兄主持的儒商子貢線上心管理讀書會。(尚耀、文翔、肇鈺、雲淑、
美蒨、美蘭)
2.參加企業營/菁英營義工線上聯合培訓，感恩師父、性展法師開示！師父20年前的開示令人
震撼～不期待營隊成功，又希望營隊成功，令人深思。(尚耀、美蒨、韋君、齡臻、文翔、小
花、允政、群智...etc)
3.週六日幫家人買早餐、晚餐，午餐叫外賣，以減少家人染疫的風險並可吃得健康營養，自己
又可走路賺健康。(美蘭)
4.用完餐結完帳，離開餐廳 ，發現店家少算了180元，折返退還店家（尚耀）
5.為媽媽製作多種分切成小塊狀的菇類蔬菜，方便放在冷凍庫裡隨時取用，吃進更多種類的植
物性營養。(小花)
6.協助爸爸進行網路報稅。(小花)
7.在高鐵月台上遇見一位迷惘的奶奶，陪她走到正確的車廂位置。(小花)
8.參加止觀初探德文翻譯的線上會議，討論稿件審議流程&檔案管理改善方案。(小花)
9.將芳霏谷線上音樂會的連結分享給儲訓班同學和幾位親友，希望更多人聽到這些讚頌，也希
望給用心籌備音樂會的福青鼓勵。(小花)
10.周日下午護持越昇2班，協助同學寫中文（尚耀）



我樂菩提組♥善行日記 📝5/12-5/18 ～
11.公司實施防疫措施，跟下屬主管指示，同仁只要有合理的原因提出申請，基本上都同意同
仁在家遠距工作。（文翔）
12.常常去的早餐店外帶早餐，看到店內顧客稀疏，鼓勵店員加油並且注意防疫安全。（文翔）
13. 分享如何正確帶口罩影片給親朋好友（美蒨）
14. 線上分別與潛力法文翻譯與潛力法文校潤簡介止觀翻譯與校潤工作內容（美蒨）
15. 協調召開關懷第7小組周日共學，自己從中學習許多以前不會的（美蒨）
16. 幫新上任大樓主委請教當律師的侄子一些政府公文事宜（美蒨）
17.聽讀師父教授『講說緣起』(雲淑）
18.為疫情及死掉的小蟲回向祈福(雲淑）
19.邊按摩媽媽及陪同一起聽廣論(雲淑）
20.感謝先生支持早晚『共業計劃』誦般若經(肇鈺、雲淑)
21.透過和孩子聽全廣326講傳達心意(雲淑)
22.抉擇先去上早課再回家上線上課(雲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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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2020 2021第1-2週 合計

眼施 59,984 901 60,885
和顏悅色施 56,370 890 57,260

言辭施 100,631 2,368 102,999
身施 118,711 2,071 120,782
心施 325826 7,293 333,119

床座施 1,791 158 1,949
房舍施 503 1 504
密集嘛 315,929 5,224 321,153
心經 84,201 1,927 86,128

廣論+白話消文 1,782 20 1,802
每週一句 5,339 305 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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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2021 第11週 第12週 合計
眼施 6,057 555 6,612

和顏悅色施 6,100 564 6,664
言辭施 14,676 1,827 16,503
身施 12,430 1,548 13,978
心施 26,646 5,201 31,847

床座施 366 23 389
房舍施 18 4 22
密集嘛 37,823 6,159 43,982
心經 12,598 1,830 14,428

廣論+白話消文 181 12 193
每週一句 1,740 114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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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3- 05/19：
【如是修道有思擇修，及不思擇止修二種。…如於知識
修習淨信。及修暇滿，義大難得。死沒無常。業果。生
死過患，及菩提心。須思擇修。謂於此等，須能令心猛
利，恆常變改其意。】

(廣論P55L3 P55L4 )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 05/20- 06/02：
1. 【如是觀修，即是成辦無分別定勝方便故。】

2. 【若善說者為善聽者宣講演說，
如法會中所變心力，暗中獨思難得生起。】

( 廣論P58L7-L8)

( 廣論P57L6-L7)





淨行品第十七偈
「鬀除鬚髮，當願眾生：永離煩惱，究竟寂滅。」

宣化上人開示
鬀除鬚髮：你把頭髮剃去，鬍鬚也剃去了，要做比
丘，要做出家人。
這時候你也要發願，當願眾生，
永離煩惱：不但把頭髮剃去了，要把煩惱也剃去了，
剃除鬚髮就是要剃除煩惱。
究竟寂滅：常常得到寂滅之樂。寂滅就是真正的靜，
清淨的快樂。你得到寂滅之樂，究竟寂滅，將來得
到究竟的快樂。















1899 小共學進行方式

• 主持人：一秀班長、梅華班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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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每星期五晚上 8:00-9:00
• 進度：前一週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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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除(以觀察修)
於此修軌
邪執分別

二. 破斥昧於觀修止修謬解

Ø 正修道時唯應止
Ø 不應思擇觀察修

廣論 P52 LL5- P58LL1

一. 破斥心未趣向聖言之愚者

三. 破斥解修極狹之自詡智者

Ø 智者唯應觀察思擇修，
孤薩黎唯應止修

思擇觀察修會
障礙修止

廣論 P52 LL5

廣論 P55 LL3

廣論 P56 LL5

四. 宣說一切聖言修持軌理 2. 廣說鈍根引導文者

1. 將一切修持聖言之理
結合先輩語教者

3. 珍愛觀察修之理者



廣論原文(P58L3-P58LL1)

諸於修見解極狹者~已廣釋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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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二總略宣說修持軌理

丁一正明修法

丁二破除此中邪妄分別



是故從於知識修信，乃⾄淨修⾏⼼以來，若有幾許眾多熏修，即有爾許
速易成辦，智者所喜妙三摩地。又非但⽌修，即諸觀修，亦須遠離掉沈
⼆過，將護修習。此教授中諸⼤善巧先覺尊長，隨授何等應時所緣，為
令於其所緣法類，起定解故，由師教授，引諸經論，應時之義，更以先
覺語錄，莊嚴環繞其⼼，圓滿講說。又如說云，「若善說者為善聽者宣
講演說，如法會中所變⼼⼒，暗中獨思難得⽣起。」善哉，誠然。故不
應謂此是修時⽅略策勵。以此所說「聞思之時，修⾏時者。」即是計執
說眾多法與正修持，⼆時相違之邪分別故。

因此從修習對善知識的信心，到修習「行菩提心」之前，
凡有多少修持，便能輕易成就多少智者所喜的堅固三摩地。不
僅是止住修，即使是觀察修也必須遠離「沉沒」和「掉舉」，
來守護修習。



具備此要訣的諸位先輩善巧上師，無論傳授任何階段的所緣，為
了對該所緣法類引發確切的認知，對於相關經論的文義，以上師
的口訣環繞內心，再以古德前輩的語錄作為莊嚴，而對修習的扼
要作出圓滿的說明。有人說 : 「就像懂得說法的人為懂得聽法
的人開示，在法會中變轉心意的程度，私下獨思是難以企及的。」
此說甚為善妙精確。所以不應認為: 「現在是緣念之時」，才開
始努力，因為這就是分判所謂「聞思之時，修行之時」的言論，
正是錯認廣說正法與修持互不相容的邪見。
然能了解，⼀切講說皆為修持者，實屬少際。故能略攝所應修事，
亦可別書。

然而能通曉將一切講說都轉為修持之士實屬少數，所以也將
另述略攝所應修事。



能不能現⼀切⾄⾔皆教授者，唯是於此修習道理，獲與未獲決定知解
，隨逐⽽成。況於法藏諸未學者，縱於經咒廣⼤教典諸久習者，⾄修道時
，現見多成自所學習經論對⽅。此亦雖應廣為決擇，然恐⽂繁故不多說。
破於修理諸邪分別，已廣釋訖。

能否體現一切至言為教授，只端賴於是否對此修法獲得確切
的認知。且不論那些不學法藏之人，即使是長久學習廣大顯密教
典之士，尚見在修道之時，也會成為自己所學那些經論的反方。
因此雖有必須詳加抉擇，然而恐怕文詞過多，所以謹述至此。破
除謬解修法已宣說完畢。
經： 梵sutra。即是顯教經典
咒： 梵mantra。即是密教續典
藏：梵sde snod。即是三藏經論



養成提問題、
想要去尋覓答案

的習慣

全廣II 68 講 05:29- 08:15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68&st1=329&af2=69&et2=495

https://www.blisswisdom.org/teachings/dailylamrim2/2670-130068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68&st1=329&af2=69&et2=495
https://www.blisswisdom.org/teachings/dailylamrim2/2670-130068


一旦我們養成提問題、想要去尋覓答案的習慣，就是在思考
的一個狀態，這樣的話，我們對我們的身心正處在的狀況，其實
也會養成一個觀察思考的習慣。比如說，哎！我們發現我的心裡
有點不太對了，或者有點不滿，然後你就觀察一下：首先要知道
自己有點不滿的情緒，那麼對什麼不滿呢？是對某個人不滿嗎？
然後會想到：哎！今天好像他也沒有做什麼對我不滿的事情，那
麼為什麼看到他心裡有點怪怪的呢？然後觀察，就會發現可能是
某一天他做了什麼事情，那件事我當時好像沒有感覺到什麼不舒
服，這件事就過了。可是偶然的一天，見到這個人之後，那件事
好像沒有明顯地浮現，但是卻有一個不太舒服的感覺。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習氣呀！那個觀過的習氣呀！當時可能心力很猛
，這個觀過的習氣就沒有特別明顯地打擾自己。但是某一天當你
心力有點弱，或者這一天早晨沒有認真地提正念、



發一個強烈的誓願說：「啊！我今天要把我身心上現出的一切煩
惱全部都降伏掉！」當我沒有以這樣強猛的誓願開始的時候，欸
！那天過去那個境，它又回來了，回來之後你發現它還是打擾自
己了。其實這也是對身心的一種觀察和探索。 [06′59″]

一旦探索到我們內心的問題的時候，我們首先是不會肆無忌
憚地覺得這是別人的錯。還有一點，我們會很耐心地去尋覓這個
煩惱的習氣，它的累積是不是源於那天我沒有好好懺悔？或者我
今天對我的心，防護力不是很嚴？或者我早晨起來沒有認真地發
心 -「我希望我一切的身語意的行為都能夠利益他人，而不是以
自我為中心、看他人有沒有對我好，我要練就用我的一切三業來
饒益我所見到的一切的人，甚至沒有人的時候，我的心念也要那
樣去想著利益所有的如母有情，做什麼的時候都要有這樣的一個
意樂？」 [07′47″]



常常養成一個提出問題，然後去探索問題的習慣，這樣我們
的心就不會沉在一種情緒中、一種感受中不能自拔，覺得就是那
樣。反過來思考、再反過去思考，從很多的角度去注視這件事，
尤其是從所學的教理來注視我們的相續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就是
要對我們的心有一個覺察，其實這件事是滿重要的。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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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祈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
講論的善知識們、寫論的佛菩薩們，都是依照著這樣的傳承禮敬佛菩薩。那麼對
我們學的人來說，也要依著這樣的傳承會比較吉祥。祈求的時候，可以讓我們暫
時捨棄對一些事相上的成敗和眼前利益的過分錙銖必較，讓我們的心突然開始融
入到一種非常深邃的、廣闊的生命視野之中，可以看到非常遼遠的目標。

2. 事項不成功，不能輸掉內心：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事相上也成功，但是萬一沒成功的時候，我們是不能輸掉內心
的，就是無論何種境界現前，必須保證我們內心去造集善業，就像寂天菩薩說的：
「佛子雖逢難，善增罪不生。」

3. 養成祈求的習慣，繼續增廣：
所以如能養成常常向佛菩薩祈求的習慣，是非常美好的。如果你已經養成了，那
就繼續增廣它吧！如果你還沒有養成習慣，就從現在開始訓練自己吧！一旦我們
透過千百次的修煉、無窮次的修煉，淬煉自己的信心，堅定地在內心中去皈依、
去禮敬佛菩薩的話，我們的生命肯定會一天比一天變得更美好。



回家功課01

老師叮嚀我們養成

祈求佛菩薩的善妙習氣。
我們一起來練習!

1. 每天串習，記錄在善行日記中。
2. 用心體會，下堂課分享。



回家功課02

師父說的小提琴公案

為什麼沒學過的學費5元，
學過的學費105元？

師父這個喻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手抄#4 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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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鐵408車次太魯閣事故傷者、沈唐、陳苑華、張羽辰、張力允、顏金蓮、
趙永籐、朱秋湶、呂錫元、李權峰、李林春美、梁世財、楊致文、吳文鶯、陳淑
釵、蘇梅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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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茂、吳俐陵張朱淑
華、胡質驊、張龔慧芳、石垣一郎、石垣HIROMI、陳柯月娥
范曉君、許素梅、鍾曜明、鍾陳金枝、陳張正子、陳璀璀、黃麗美、
梁翰斌、孫雅萍、鄭雅勻、吳宣霈、李玉華、李宜燕、郭英權、陳新富、林桓宇、
廖素女、謝一鳴、吳東昇、韓力德、韓覓、韓悠、王珮珊、羅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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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鐵408車次太魯閣事故亡者(4/2)、楊文石(4/1) 、趙浩辰(4/2)、
戴翁金香(4/5)、林志誠(4/9) 、楊縣豐(4/9)、洪國展(4/11)、
蔡葉玉柳、余秀英(4/21)、鄭清文(5/6) 、楊景中(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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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