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智慧的寶典 –

菩提道次第廣論

18春991班

暇滿 (一)



正因著急修行，

更顯「次第」重要。

全廣II 328講 00:00- 01:51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328&st1=0&et1=111

https://www.blisswisdom.org/teachings/dailylamrim2/5530-130328



這個次第井然的問題，我再贅言幾句。比如說現在 -
應該在很多年就有這種說法，說：「不要聞思了啊！人命
無常啊！也不知道能活多久，趕快修吧！趕快修！聞思幹
什麼啊？」不需要聞到聞所成慧、思到思所成慧，然後再
修到修所成慧，他那個修就是直接就要拿一個善所緣上去
修，好像修就可以直接修到修所成慧。 [00′29″]

實際上，這個善所緣是什麼呢？那個時候大家都很喜
歡念一句佛號，但是念一句佛號是以出離心念的、是以菩
提心念的，還是想要希求空性的心念的？反正就是：啊！
特別相信阿彌陀佛，相信佛陀會來救我們。但是在前行，
念佛的前行和正行的時候，實際上有沒有注意到防止昏沉
和散亂？有沒有徹底地去研習佛陀的功德？



乃至有沒有夾雜著各種煩惱的名利心在念？很顯然前面的
基礎是不夠的，修了很久之後，那個道心還是不行。所以
並不是說：「啊！時間來不及了，我趕快修！」你就能修
起來。這裡邊缺了什麼呀？下腳處是什麼？這個修行的下
腳處是什麼？次第是什麼？沿著次第才能夠到修到修所成
慧。 [01′24″]

一個修行人如果忽略了聞法這個過程，而且沒有學到
清淨的傳承就直接修的話，十有八九是非常危險的。比如
說從 A 地到 B 地，你越著急，更不能出門就走，你必須
得有個嚮導給你找一條最近的路、最省力的路。因為你著
急，所以只能選最近的路，不能再走冤枉路，走冤枉路就
會更著急。 [01′51″]



老師的叮嚀

l 檢視心中善所緣為何。

l 念佛號是用什麼樣的心續持念。

l 沿著次第才能夠到修到修所成慧。

l 修行人如果忽略了聞法這個過程，非常危險。

跟著最好的嚮導，找一條最近的路，

不要再走冤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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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E5%B8%AB%E9%95%B7%E5%89%8D%E8%A1%8C%5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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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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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HWyIP52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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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緣起
四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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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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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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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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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判表



廣論原文(P59L1-P59LL1)

今應顯示，~故名無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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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二 既親近已如何修心次第
丙一於有暇身勸取心要
丙二 如何攝取心要之理



今應顯示，如前所說，如理依⽌善知識之弟⼦，尊重應當如何引導之
次第。

在此應說明，如上所述如理依止善知識的弟子，上師應如何
引導的次第。

第⼆依已如何修⼼之次第分⼆：⼀、於有暇⾝勸取⼼要(為於暇⾝
取⼼要故⽽作勸發)；⼆、如何攝取⼼要之理。初中分三：⼀、正明
暇滿；⼆、思其義⼤；三、思惟難得。初中分⼆：⼀、閒暇；⼆、圓
滿。今初

第二依止之後如何修心的次第，分為二科:一、為了在閒暇的所依
身獲取心要而作勸發;二、如何取心要的軌理。第一科分三: ①辨識
暇滿。②思維暇滿的意義重大。③思維暇滿難得。
辨識暇滿分二：1.閒暇。2.圓滿。



如《攝功德寶》云，「由戒斷諸畜趣體，及⼋無暇常得暇。」謂離⼋
無暇即是其暇，⼋無暇者如親友書云，「執邪倒見(⾔執邪見) ，⽣傍⽣，
餓鬼，地獄，無佛教，及⽣邊地懱戾車，性為騃啞，長壽天。於隨⼀中受
⽣已，名為⼋無暇過患，離此諸過得閒暇，故當策勵斷⽣死。」

《攝功德寶》提到：「憑藉戒律能斷除眾多畜生有情的體性，
以及八種無暇，常常獲得閒暇。」如上文所述，遠離八種無暇即
是閒暇。八種無暇即是《親友書》中所言:「所謂的執持邪見，投
生到畜生、餓鬼、地獄、沒有佛陀的教言，及投生為邊地未開化
之人、愚癡且暗啞、長壽天，投生其中任一種狀態，即是八種無
暇過失。遠離這些過失，獲得閒暇之後，應該為了遮阻受生輪迴，
而策勵不懈。」

蔑戾車:生於邊地，不信佛法之人



此復若無四眾遊⾏，是謂⼀邊地。愚啞缺耳，斷支節等名⼆根不具。妄執
無有前世後世、業果、三寶，是三邪見者。無佛出世名四無佛教。四中初
⼆及最後者，不能了解應取應捨，第三不能信解正法。三惡趣者，極難發
⽣修法之⼼，設少⽣起，亦因苦逼不能修⾏。為欲事散亂諸欲界天。無想
天者，《對法》中說，於第四靜慮廣果天中，處於⼀分，如聚落外阿蘭若
處。除初⽣時及臨沒時，餘⼼⼼所，現⾏皆滅，住多⼤劫。無⾊聖⼈非是
無暇，故是⽣彼諸異⽣類，以無善根修解脫道，故是無暇。恆散欲天，亦
復如是，故說彼等亦名無暇。如《親友書釋》云，「此⼋處中，以無閒暇，
修作善品，故名 無暇。」

八種無暇之中，沒有四眾弟子遊行的區域，就是邊地。暗啞、
不完具肢節、缺耳朵等，是根不全。妄執沒有前後世、業果、三
寶，是邪見者。投生於沒有佛陀降世之處，是沒有佛陀的教言。
以上四者之中，前二者及最後一種，由於沒有能教導者，無法知
曉取捨之處; 第三種是不信解正法。



三惡趣中，極難生起修法之心，縱然生起少許，也由於痛苦無間
斷地逼迫而無法修行。長壽天，《親友書釋》中解釋為無想天人
及無色界天人二者;而《八無暇論》則解釋為長期因享樂而散亂的
欲界天人。無想天人，《對法論》說在第四靜慮廣果天的一隅，
如同郊外寂靜之處;除了最初投生當下，以及臨命終時以外，心與
心所的活動完全停止而度過許多大劫。無色界的聖者不應該是無
暇，所以是指投生其間的異生凡夫，由於沒有修解脫道的緣分，
所以為無暇。長期散亂的欲界天人也是如此。因此這些都稱為無
暇。如同《親友書釋》所言:「在這八處，由於沒有閒暇行善，所
以稱作無暇。」

四眾:指佛陀的四種弟子:
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 。



八無暇

2. 生傍生 人

廣論 P59 L5- L9

1. 執邪倒見

3. 餓 鬼

4. 地 獄

5. 無佛教

1. 執邪倒見

8. 長壽天

5. 無佛教

6. 生邊地懱戾車

7. 性為騃啞

8. 長壽天

非人

6. 生邊地懱戾車

7. 性為騃啞

2. 生傍生

3. 餓 鬼

4. 地 獄



• 廣論: P59L7-L8
• 音檔: 30A 19:33 - 23:02

好了！現在說除了正修， …..
• 手抄: #4 P194L2- P195LL1

師父開示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l1&af1=30a&st1=1173&et1=1382



愚啞缺耳，斷支節等名根不具。妄執無有前世後世，業果，三寶
，是邪見者。無佛出世名無佛教。四中初⼆及最後者，不能了解
應取應捨，第三不能信解正法。

就算你生到人身，就算有佛法，可是呢，對不起！你愚癡、
啞巴、耳朵缺、斷支節，這個「根不具」。根不具，你沒辦法修
行。儘管有人跟你講，你聽不懂沒有用，聽不懂沒有用。那麼還
有其他的這個根不具，沒辦法修行的，這個不算！嗯，第一個說
明。第二個呢，就是諸根不具，諸根不具，我們眼前有看見很多
人好像諸根不具，好像沒有關係，這個原因是這樣，我要說一下
。真正修行的時候，那個根不具足，不行！它有它很特殊的原因
在，尤其是那個性比較癡呆、遲鈍的那些人。當然我們也看見，
有的時候這個，譬如《淨土聖賢錄》，有個「癡頭道士」，他也
念，念佛成功了，那是特例，那個特例，



絕對不能拿這個特例，來作為我們衡量的標準。譬如我們現在說
愛迪生這個特例，絕對不會說我們人人都是愛迪生，這個絕對不
可能的，我們是用普遍的一般標準。一般標準修行的話，諸根不
具，不行。[20:55]

第三類呢，就是「妄執沒有前世後世、業果、三寶」，那個
就是邪見，不信因果的。那麼沒有佛出世，叫「無佛教」，這個
很清楚明白。這個四樣當中，當中第一樣、第二樣，說沒有四眾
遊行，以及自己的遲鈍，以及最後那個沒有佛法，沒有佛出世的
這種情況之下，他不能了解「應取應捨」，不了解什麼是我們該
做的，什麼是我們不該做的。那麼第三類呢，不能正信佛法，當
然他不信佛法，不能「信解正法」，他正法不能信解，這個概念
很清楚、很明白。[21:43]



概念是很清楚、很明白，實際上我們認識是一片模糊。我這
個話怎麼講？所謂「認識」的話，了解了以後馬上回過頭來看看
，說：「我能了解了應取應捨嗎？我正信了佛法嗎？」這個就是
真實重要的。假定說你了解了應取應捨的話，你就可以成就；假
定你真正的信解了正法，你就可以成就。所以這兩點是大有文章
、大有學問。在晚上晚自習的時候，我要把它特別地指出來。那
個時候真正願意修行的同修，務必很切實地衡量一下心裡：「對
！我具不具？」如果不具的話，種善根。種善根是足足有餘哦，
種善根是好得很哦！但是呢，真正要想正確地如法上升，絕無可
能！這個差別我們要分得清楚。因為種善根，所以我們是絕對讚
歎；因為我們要步步上升，所以是絕對嚴格認真，兩個標準不同
。



在疫情升高之際，
我是如何安立我的心？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如果沒有學習，
我會是一樣的心境與做法嗎？

討論題 Part I



在疫情升高之際，
我是如何安立我的心？

討論題 Part II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如果沒有學習，
我會是一樣的心境與做法？

我有進步嗎？
進步和退步的標準是什麼?



全廣 II第 328講 (02:52 – 06:01)

真如老師開示

正確計算自己的進步
https://www.blisswisdom.org/teachings/dailylamrim2/5530-130328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328&st1=172&et1=361

02-%E5%85%A8%E5%BB%A32_202%E8%AC%9B_0623-0920.mp3
https://www.blisswisdom.org/teachings/dailylamrim2/5530-130328
https://lamrim.xyz/player/gPlayer.html?&tch=ggl2&af1=328&st1=172&et1=361


我覺得今天學這一段，我們再反思一下自己：大家都
非常熱愛修行，如果學了很久之後，發現自己進步不是很
大，這時候要考慮考慮我們希望進步的點是什麼？我沒有
達到那樣一個進步的點，那麼正確的方式是什麼？有沒有
注意到次第？比如說有沒有注意到聽聞軌理呀？有沒有注
意到修上師相應啊？還有，有沒有注意到戒律的日益皎潔
？這些資糧善如果不好好地積聚，比如說對上師與本尊無
二無別的這樣一個觀想來祈求，得不到這樣的加持，通常
進道是很緩慢的；如果對上師退失信心的話，還會比原來
還不如，原來達到的高度會全都退失掉！這些都是我們要
去檢查的。檢查什麼呢？就是我為什麼進步慢？甚至我為
什麼會退步了？ [03′49″]



還有一點，就是要觀察我們這樣一個辨識的角度對不
對？說：我退步了！那上了這麼多年廣論班，得去除多少
黑暗哪！當初沒有聽《廣論》的時候，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現在聽了那麼多的取捨之後，那麼多的取捨都會掃蕩我
們對境不取捨的那種愚癡，因為愚癡就會造惡業，掃蕩了
多少可能會發生的惡業。這筆也要算一算！認真地算一算
之後，才能夠確定說：「我比很多年前沒有學《廣論》前
進步了多少。」你聽了多少正知見？這是一個問題。聽了
之後，我們會想去供養三寶啊、承事善知識、孝順父母啊
，這樣的善行又有多少？聽了那麼多法，在內心中引起的
那種希求心，還有歡喜心，又跟法結了多少那樣的善緣！
[04′42″]



所以要認真地檢查、要如法地檢查，不能心情低落的
時候，就認為自己什麼都沒有；心情一好了，就說：「哇
，這個修行滿好的！」它不是一個正確的量，它是根據自
己的心情好壞去判定自己的，顯然這個判定是不準確的。
應該依著《道次第》法鏡來照，看看自己在什麼地方。最
重要的是，堅持了很多年學習《廣論》，一直在聽法、如
理抉擇，在一遍一遍學這樣的同學，千萬不要對自己聞思
從《般若經》傳出來的《廣論》起追悔心啊！千萬不要這
樣辛辛苦苦堅持了這麼多年還起追悔心。 [05′27″]



另外對於新的學員，也不要害怕難！這本論雖然有點
厚，但是看五大論就更多。有人游過大海嗎？看到了更廣
闊的、更廣闊的之後，我們就不會覺得：「啊，這本《廣
論》我就學不完，依我的慧力是無法完成的。」開始學《
廣論》，後來就可以學到更廣闊的，為什麼呢？因為心是
無自性的，可以鍛鍊它，將來就會能承載越來越多的法，
它會顯現為廣闊無邊的這個特性。[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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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布萊爾斯福德（Dave Brailsford）

重要的不是你現在多成功或多不成功，
而是你的習慣是否把你放在通往成功
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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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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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樂菩提組♥善行日記 📝5/19-6/1 
1.聽到媽媽受皮蛇之苦，趕緊致電關心狀況，叮嚀媽媽每天要曬20min太陽，吃營養而非只吃
飽；基隆確診人數增加也請媽媽多小心，另寄公司保健食品給媽媽以增強免疫力。(美蘭)
2. 幫難得下廚的大兒子清洗平底鍋.鏟，並清理家裡可燃垃圾，讓家裡環境清爽。(美蘭)
3.疫情嚴峻下，對辦公大樓辛苦的保全人員致謝。(美蘭)
4.對留守公司的同事致意並加油打氣。(美蘭)
5. 在止觀翻譯小組的線上會議中，真心讚美一位師姊提出的檔案管理方案。(小花)
6. 準備儲訓班習講小共學的投影片，希望圖像化的呈現能幫助同學們有更明晰的理解。(小花)
7. 寄送乾糧食物包裹給朋友，希望因家人往生而最近食慾不佳的她，能夠方便地補充營養。
(文翔&小花)
8. 聆聽駱班長為菁英營義工開設的線上提升課程，以及如吉法師以讚頌為主題的開示。(文翔
&小花)
9. 打電話問候媽媽，謝謝她拍了好美的阿勃勒花照片傳給我。向媽媽報告我們在台北都很平
安。(小花)
10. 打電話給樓下的鄰居，問候她最近是否平安無恙，並且跟她分享如何在網路上訂購蔬菜食
材，減少去實體店面購物的染疫風險。(小花)



我樂菩提組 ♥善行日記 📝5/19-6/1 
11. 傳訊息&打電話問候在家上班，同時要照顧兩位幼兒的朋友，互相鼓勵。(文翔&小花)
12. 今年的菁英營受到疫情衝擊，出現大量變動與前所未有的挑戰。打電話給承擔教務組重擔
的佳穎副總護持，隨喜她勇悍向前，堅定地作師所喜。(小花)
13.參與贊鴻班長發起的「日照十方」專案，同時可以支持向日並關懷偏鄉弱勢，一舉數得。
(美蘭)
14. 現學現賣，將剛學會如何用zoom主持會議，教給朋友，讓他順利線上開會（美蒨）
15. 以line與阿姨，弟弟，表妹，朋友，互相問候道平安，並交換如何防疫宅在家自得其樂，
心平氣和（運動，看片，看書，讀經，打掃，煮飯並美美擺盤等）（美蒨）
16. 買菜時，將對方多找的錢退回（美蒨）
17. 協助關懷小組組員，準備由他主講的共學資料（美蒨）
18. 參加菁英營駱班長義工提升的提策，很高興我們小組全員線上到齊，並於課後有個30分鐘
分享共學（美蒨）
19.聽聞廣論42-45講(肇鈺）
20.誦經、拜佛回向許東森、楊霈等往生者(雲淑）



我樂菩提組♥善行日記 📝5/19-6/1 
21.互相研討全廣331講(肇鈺、雲淑）
22.尊重孩子在疫情期待在宿舍不回家的意願；準備免疫物品親送給兒子(肇鈺、雲淑）
23.每天為家人準備免疫茶增強身體的抵抗力；請家人喝前供養祈福(雲淑）
24.『阿彌陀佛』財施尼並回向祈福(雲淑）
25.落實節能省碳-省水、省電(雲淑）
26.聽聞利器之輪教授講記03-10(雲淑)
27.感恩因陪伴孩子將以往拜佛時間拖延改在午間前完成~持續中（雲淑）
28.解決朋友在工作上遇到的困境(肇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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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修組 善行日記 💕5/19～6/1
1. 稱讚櫃台、港口的服務人員，他們都開心的微笑回報(隆安)
2. 旅遊中，抓緊時間聽聞全廣2，上廣論課、唸經持咒⋯學法不間斷(隆安)
3. 疫情緊張，聞法、誦經持咒，祈願親友平安，疫情平息(隆安)
4. 禮敬向日伙伴續道師兄的善行，祈求 他的願望成真、福德圓滿(隆安)
5.  贊助捐贈正壓篩檢亭給新北市政府。（利益）
6 .對輪值同事表示感謝（利益）
7.慶賀下甘霖打電給住南部親友，順便問候（利益）
8.當面致謝社區水電師傅到家維修，幾乎是隨叫隨到，有他的幫忙真是福氣（政杰）
9. 護持向日農廠「日照十方」- 照顧弱勢、偏鄉學童、遊民，並利益向日夥伴的活動（政杰）
10. 疫情期間線上關懷動過心臟手術的朋友（政杰）
11.關懷在美國獨居的妹妹（品幀）
12.關懷因乳癌放療受苦的朋友（品幀）
13.鼓勵辛苦的護理師，為她加油打氣（品幀）
14.花了二個半月的時間，幫14歲的孫女出版她的第一本小說（品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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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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週 第14-15週 合計
眼施 6,612 640 7,252

和顏悅色施 6,664 595 7,259
言辭施 16,503 2,373 18,876
身施 13,978 1,845 15,823
心施 31,847 3,267 35,114
床座施 389 7 396
房舍施 22 3 25
密集嘛 43,982 7,606 51,588
心經 14,428 2,747 17,175

廣論+白話消文 193 48 241
每週一句 1,854 293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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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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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 06/03 - 06/09：

【如《攝功德寶》云，「由戒斷諸畜趣體，及
八無暇常得暇。」】

(廣論P59L4)





淨行品第十八偈
「著袈裟衣，當願眾生，心無所染，具大仙道。」

宣化上人開示
著袈裟衣：袈裟是出家比丘所穿的衣服；有五衣、七衣、祖
衣，這三衣。在比丘出家之後，有三衣缽具，常不離體，常不
離開自己。不離開三衣，這是持戒。
那麼穿袈裟的時候，也要發願，發什麼願？當願眾生，
心無所染：心要清淨，沒有染污。袈裟又叫染色衣，衣是染
色，但是你心不要有所染，心要清淨。
具大仙道：大仙道也就是佛道，佛也稱金仙。所以往往人以
為仙和佛距離很遠，實際上，佛經上也常常說大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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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判表



廣論原文(P60L1-P60LL4)

第二圓滿，~堪為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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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二 既親近已如何修心次第
丙一於有暇身勸取心要
丙二 如何攝取心要之理



第⼆圓滿。分⼆，五自圓滿者，如云，「⼈，⽣中，根具，業未倒，
信處。」⾔⽣中者，謂能⽣於四眾弟⼦所遊之地。諸根具者，謂非騃啞，
支節眼耳皆悉圓具。業未倒者，謂未自作或教他作無間之罪。信依處者
，謂信毘奈耶，是世出世⼀切白法所⽣之處。毘奈耶者此通三藏。此五
屬於自身所攝，是修法緣，故名自滿。

辨識暇滿的第二個部份是辨識什麼是「圓滿」。「圓滿」
分成「自圓滿」跟「他圓滿」。五種自圓滿是:「1人趣、 2投生
中土、3諸根具全、4業邊際未倒、5信奉依處。」
「生於中土」- 是指投生在有四眾弟子活動的地區。
「諸根齊全」- 是指不是愚癡啞巴，而且肢節、眼睛、耳朵等

完整無缺。
「業邊際未倒」-是指未親自或唆使他人造「五無間罪」。
「信奉依處」 -是指信奉世間與出世間一切白法 (善法)的根源 :

毘奈耶 ;毘奈耶在此泛指所有三藏聖教。



這五點屬於自身相續所含攝，並且是修持正法的順緣，所以稱
為「自圓滿」

五無間罪:又作五逆罪，即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

破和合僧 。
毗奈耶:義為調伏，為佛所說之戒律。此處泛指三藏，由於三藏

都是佛陀為了調伏有情的心續而說，故稱為毘奈耶。



五他圓滿者，如云，「佛降，說正法，教住，隨教轉，有他具悲愍。」⾔
佛降世或出世者，謂經三⼤阿僧祗劫積集資糧，坐菩提座現正等覺。說正法者，
謂若佛陀或彼聲聞宣說正法。教法住世者，謂從成佛乃⾄未示⼊般涅槃，勝義
正法，可現修證未壞滅故。法住隨轉者，謂即如是證正法者，了知有⼒能證如
是正法眾⽣，即如所證，隨轉隨順教授教誡。他悲愍者，謂有施者，及諸施主
與衣服等。此五屬於他身所有，是修法緣，故名他滿。《聲聞地》中所說前四
他圓滿者，現在不具。然說正法，法教安住，隨住法轉，尚有隨順堪為具⾜。

五種他圓滿是:「1佛陀降世、2宣說正法、3教法住世、4法住隨轉、
5有他人悲憫。」
「佛陀降世」-是指菩薩歷經三大僧祇劫積聚資糧後，端坐菩提藏，

成就圓滿正等正覺。
「宣說正法」-是指佛陀或佛陀的聲聞弟子宣說正法。
「教法住世」-指菩薩從成佛後宣說法開始，直到還未入涅槃之間，

，弟子能夠以現證的方式修持的勝義正法，還末壞滅。



「法住隨轉」-是指透過證悟正法，了知眾生擁有現證正法
的能力，從而從其所證而作宣說。

「有他人悲憫」-是指有施主和及實行佈施法衣等物品的人。
以上五種修持正法的順緣是屬於他人的心相續所有，因此

名為「他圓滿」。
《聲聞地品》所說的前四種(佛在世時才有的)他圓滿，現時

雖已不能完全具備，但是，我們尚能具足與「宣說正法」，
「教法住世」和「法住隨轉」隨順的條件。(這四種都發⽣在佛出
世期間，因此我們現仱難以直接完具，然⽽可以⽤替代條件來算，所以
仍算是⿑備所有的他圓滿。)

隨順: 指雖非真實然而相類似者。(#4 P205)



十圓滿
分二

廣論 P60 L1- LL4

自圓滿

他圓滿

2. 生中

1. 人

3. 根具

4. 業未倒

5. 信處

2. 說正法

1. 佛降

3. 教住

4. 隨教轉

5. 有他具悲憫

自己本身的主觀條件

外在的客觀條件



回家功課

師父說「隨順」

必須具足的條件是什麼？

(手抄#4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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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唐、陳苑華、張羽辰、張力允、顏金蓮、趙永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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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國清、劉福、劉實、劉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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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秀英(4/21)、鄭清文(5/6) 、楊景中(5/11)、朱秋湶(5/25)、
許東森(5/28)、楊霈(5/31)、周寶月(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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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