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智慧的寶典 –

菩提道次第廣論

18春991班

三惡趣苦(二)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l1&af1=94a&st1=578&et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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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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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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6YKyMu2K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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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web-TrzF0





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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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判表



回家功課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l1&af1=41a&st1=1047&et1=1190

師父開示





























http://tp.blisswisdom.org/course/course/view.php?id=823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21
Nov.

11月03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1月10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1月17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1月23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1
Dec.

12月01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月08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月15日 三 廣論課+小聖誕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月22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12月28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2
Jan.

01月05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1月12日 三 旺年會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1月19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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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如俊法師大課

12/28 如俊法師大課



觀修組♥善行日記💕11/17～11/30
1 安排並陪同靜雅的同事，去看醫生，解除一個多月手痛(隆安）
2 專心聽全廣2，並祈求上師 宣講順利。(隆安)
3 下午聚餐後，幫忙載同學們去他們晚宴的場所。(俊毅)       
4. 推著輪椅陪母親去台大醫院做精神科的測試，也跟身障服務車輛的
司機道謝。(俊毅)
5.師父所說：「做任何事情，必定認識因果」，希自己牢記時時行持。
（利益）
6.唸金剛寶卷.參加護持共學。（利益）
7.禮拜天掃門口樹葉，順便隔壁及對面鄰居的一併掃一掃，乾淨。
（利益）
8.護持2199班（政杰）
9.家裡掃塵除垢（政杰）
10.幫忙拾荒者搬東西（品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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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修組♥善行日記💕11/17～11/30
11.捐款給行乞者（品幀）
12.關懷抗癌的朋友（品幀）
13.請媳婦吃飯.看電影（品幀）
14.參與北車街友送餐活動（品幀）
15.安撫朋友因過敏所引起的焦慮（品幀）
16. 邀請朋友一起觀看「達賴喇嘛：大腦故事」（政杰）
17. 歡喜心北車送愛心餐（政杰）
18. 隨喜兒子願意固定每月捐錢做善行，累積資糧（政杰）
19.隨喜參與「心光讚頌寒冬送暖」籌劃的師兄姐，並向師長殷重啟請
可順利成辦（政杰）



璀璨人生組 ♥善行日記📝11/17-11/30
善行分享：
1.供養弱勢家庭好吃的蛋糕，觀想他們可以ㄧ起食用師長加持過的食物，
讓師長的功德讓他們的生命得以饒益～偉雄🙏
2.準備零食、小禮物給包車的客人，希望能提出最高品質的服務讓他們
玩的開心又安全～偉雄
3.深深隨喜斌哥遇境不亂，將師長的法用在生活中～深深禮敬隨喜🙏
4.放生家中的蚊蟲到中庭，而不是殺死它～承錦



我樂菩提組♥善行日記 📝11/17-11/30 
1.供養法王加持的能量皂給1899家人。(文鶯)
2.分享開會低碳優質餐點給尚未晚餐的同行。(群智、允政)
3.上台法供養小組討論心得「師父說：「做任何事情必定認識因、果...」
觀察自己做任何事情時，一定會認清什麼？根據什麼？」(尚耀、小花)
4.下課歡喜載班長回家。(必誠、媛玲)
5.主動呼應萍芝師姐，在幸福田班群貼出福智文教需要定期定額支持的
宣導訊息。(美蘭)
6.傾囊相授自己的研究心得，並依師父道次第的原則耐心教導老白。
(梅蘭)
7.在尊者電影觀後，熱心表示要載美蘭到捷運站，並進而找到可以幫忙
載到更便利公車站的善心人士。(梅蘭)



我樂菩提組 ♥善行日記📝11/17-11/30
8.溫馨床坐施-服務美蒨與美蘭。(尚耀、曉蘭)
9.陪美蘭等公車後再走路回家。(美蒨)
10. 搭捷運時，眼看列車快要開走，電扶梯上三位大姐擋著通道。原想
請她們讓路，轉念一想，時間還來得及，心平氣和地等侯下一班車。
(文翔)
11. 把店家多找的錢退回給他（美蒨）
12. 傾聽同事抱怨，說著說著，同事心情較為平順，告訴我他可以怎麼
做。原來，傾聽真是很好的陪伴，對方說完，漸漸釐清下腳處。
（美蒨）
13. 持續關懷學員，很高興到香港上班的學員開始上線上課（美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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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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週 第40-41週 合計
眼施 15,337 1,238 16,575

和顏悅色施 15,298 1,235 16,533
言辭施 47,203 2,691 49,894
身施 39,294 2,833 42,127
心施 104,445 3,430 107,875
床座施 601 28 629
房舍施 61 1 62
密集嘛 122,570 4,621 127,191
心經 46,461 1,880 48,341

廣論+白話消文 632 24 656
每週一句 4,852 144 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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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12/01：

【死仇決定終須到，容或今日便降臨，
死時世事均當捨，速修妙法求加持。】

( 三十八攝頌 第5偈 念死無常)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 12/02- 12/09：

【入行論云︰「無苦無出離，故心汝堅忍。」
又云︰「復次苦功德，厭離除憍傲，悲愍生死者，

羞惡樂善行。】

(廣論P86L7-L8)



《華嚴經》淨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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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嘉副班長 、
1899 & 308 同學

• 時間：每星期五晚上 8:00-9:00
• 進度：師父手抄共學+前一週全廣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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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題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師父說：「我們平常動不動就跟人家講道理，就
是我這個有道理，他這個沒有道理。」



https://www.amrtf.org/zh-hant/clear-moonlight-great-ocean-0380/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gl2&af1=380&st1=367&et1=632

全廣 II 第 380講 (06:07~10:32)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gl2&af1=380&st1=367&et1=632


凡夫的道理為什麼就會導致那個結果，原因是什麼？
我們在講的時候會籠罩在自己的氣場裡邊，好像罩了一
個罩子，我們沒有注意到講道理的時候在造作一個強大
的苦因。為什麼振振有詞的時候、覺得非常有道理的時
候，居然會下地獄呢？當然這裡邊講佛法，可能有一種
是謗法，分析一下，肯定是在業果的取捨上有一個愚昧，
會在最可怕的因果上造作了一個苦因。在講道理的時候
沒有注意因果，不恭敬父母、不敬師長、不敬三寶、不
恭敬出家人，這些都是具力業門，對吧？如果我們對具
力業門不敬的話，甚至發瞋恨心等等，那全部都是地獄
因啊！07:00



這個就是佛告訴我們的因果。如果新同學沒有學過
的話，可以去看《廣論》131頁第10行。你們現在可以
翻一下：「第二兼略開示具力業門」，就分四個：「由
福田門故力大者。謂於三寶、尊重、似尊、父母等所，
於此雖無猛利意樂，略作損益，能得大福及大罪故。」
這裡邊就是說：我們的對境如果是具力業門的話，那麼
我們稍作損益就會有極大的果報！當然這裡面有樂果和
苦果，但師父在此處說的一定是苦果──就是地獄果。
07:40



如果師父講的這段話，我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去用功的話，
我們可以從自己講道理的狀態、講道理的時候所造作的業去觀
察一下：我們想跟別人討論，我們怎麼討論呢？我們還是要講
道理。怎麼講？是不是可以留一分觀察，就是討論的時候：
「欸！我是這麼看的，那您是怎麼看的？」我們可以平等地討
論，沒有最終我的道理一定對，你的一定不對，然後就傾聽對
方和自己交談。08:12

這樣地講道理，一定是有一種你聽我的、我聽你的。大家
有沒有注意到辯論場上是這樣的？一定會聽對方、問對方、聽
對方──聽對方的答案，然後聽到對方的道理的時候，再去給對
方一個回應，然後對方再回來，再回去……。所以他不是一個
人從頭說到最後，是一個用辯論的理路、一個平等交換的溝通
的狀態。08:41



再一個，凡夫啊！這裡邊有太多的顛倒在凡夫的認知裡邊。
比如說如果這個凡夫有深刻的業果愚，那麼在講道理的時候、
張牙舞爪的狀態中，完全失去攝心的這股力量之後，那大家想
一想：他會不會注意因果呢？他應該沒有力氣注意因果，全部
都在講他那個道理了！所以，如果不能攝持內心、不能控制內
心的話，就會造作苦因。那麼為什麼會下地獄？就是因為有地
獄因哪！在當下。09:23

當我們振振有詞的時候，如果沒有注意到護戒，就是沒有
護心，沒有護心的話就沒法好好持戒，沒法好好持戒就可能會
犯戒，所以會感得地獄的果報，這裡邊肯定是有一個沒有好好
持戒的東西。沒有好好持戒，後面「犯戒四因」裡邊有說不敬
啊、放逸啊、煩惱熾盛等等，還有一些愚昧的狀態。09:49



所以都是在我們給別人講道理的時候，沒有進入到
學習的狀態，甚至完全忘記對境是誰，不管誰都一樣。
注意，非常奇怪！當我們覺得我們有道理的當下，卻忽
略了因果這個大道理！居然可以不計代價，好像只有拼
命講就可以了。如果我們的語言和心就像一輛失控的車，
不顧一切地朝前衝去，一個凡夫進入這種狀態，應該滿
可怕的吧！你們認為呢？大家可以觀察一下自己吧！10:32





科判表六

於共下士道修心次第

己一 正修下士意樂

己二 發此意樂之量

己三 除遣此中邪執

廣論原文(P88L8-P89L3)

此諸大苦，~本地分中亦同是義。







地獄之苦時間多長？











回向名單
業病障者
鄭靜雅、沈唐、陳苑華、張羽辰、張力允、顏金蓮、趙永籐、呂錫元、李權峰、雷孝興、
李林春美、楊致文、吳文鶯、陳淑釵、蘇梅玲、林綉龍、崔競文、顏美華、陳柯月娥、
顏賴利、朱建信、許立辰、許書端、許景琛、謝一鳴、何素琴、盛茂、汪李梅珠、
吳俐陵、張朱淑華、楊必誠、張龔慧芳、石垣一郎、石垣HIROMI、范曉君、許素梅、
鍾曜明、鍾陳金枝、陳張正子、陳璀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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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昇、黃錫東、張林雪、黃秀玲、陳湘芹、郭釘鍠
陳春英、陳羿鈴、陳煥暘、 Territorium、胡秀子、謝佩珊、康純純、王品幀、黃耀輝、
蔡孟玲、謝佩珊 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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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挹芬(10/21) 、陳崇鎮(10/30)、林彩霜(10/31)、謝沈秀春(11/18)

謝玉樹(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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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