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智慧的寶典 –

菩提道次第廣論

18春991班

皈依(三)



2022年朝禮法會 老師開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hzYNwkePA

用讓生命往更好的方向走
快樂取決於調伏內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hzYNwkePA





老師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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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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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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ziQxn5Knc

相莊嚴尊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ziQxn5Knc


相莊嚴尊身 真如 曲

真如 詞曲真如 詞曲

相莊嚴尊身 殊妙眼甘露 如無雲秋空 以星聚而莊嚴
能仁具金色 法衣端嚴覆 等同金山頂 為霞雲縛纏
尊怙無嚴飾 面輪極光滿 離雲滿月輪 亦莫能及此
尊口妙蓮花 與蓮日開放 蜂見疑蓮華 當如懸索轉
尊面具金色 潔白齒端嚴 如淨秋月光 照入金山隙
應供尊右手 為輪相而殊飾 由以手安慰 生死所怖人
能仁遊行時 雙足如妙蓮 印畫此地上
蓮華何能嚴 何能嚴

出自 《菩提道次第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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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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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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判表



科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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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功課

1. 師父開示「外支已具，內力不全」時，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內力不全」 ？
(手抄#6 P97 L5 – P98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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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 L5- P101 L8)

第三由何道理而歸依者。~ 應如是念。











回家功課

2. 師父說「應如是念」，是要如何念，才能得到真正

的好處？
(手抄#6 P116 L7 – P117LL6)



討論題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新的一年，
我規劃如何面對種種挑戰？

今年過年，
我是如何過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hzYNwk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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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lisswisdom.org/prayerwall

https://www.blisswisdom.org/prayerwall






日 期 主 題 主講者 地點

2022
Feb.

02月02日 三 新年快樂 停課一次
02月09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2月16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2月22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2
Mar.

03月02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3月09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3月16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3月23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3月29日 二 如俊法師大課 如俊法師 福智學堂

2022
April

04月06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13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20日 三 廣論課 班長＋護持團隊 福智學堂

0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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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如俊法師大課

輪值分行日期

03/29 如俊法師大課



觀修組♥善行日記💕01/18-2/8
1. 積極參加全廣共學，有時候參加兩個時段（6:30～9:05），
多次串習，希求佛果、趣入大乘！
2. 過年期間多次參加僧團誦金光經卷，而且聆聽上師及如證
和尚開示，面對疾疫提正念及防範措施，並分享給多年為耳
鳴所惱的學長。
3. 問侯捷運站外的流浪漢，買茶葉蛋分享給他。
4. 過年前全家ㄧ起掃塵除垢，正向迎接新年（政杰）
5. 聆聽上師及如證和尚新春開示（政杰）
6. 疫情關係，新春期間多數時間居家聽法、看書與佛像雕塑
（政杰）



觀修組♥善行日記💕01/18-2/8
7.儲訓班習講負責中段講說（利益）
8.聽聞如得法師開講憶念師父教誨點滴及傳燈寺僧才培育，並寫
回饋心得。（利益）
9.為友之健康將同樣有此情況之他人已有的改善方法提供參考。
（利益）
10.提供場地給儲訓班同行善友討論習講的地方，並小備點心。
（利益）
11.參加線上朝禮法會。（利益）
12.推薦之菁英營親友來訊感謝推薦他參加營隊，感受到豐富他
生命。心很隨喜。（利益）
13.護持2199共學時提供意見。（利益)



49

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2021 第47週 第48-51週 合計
眼施 19,387 1,544 20,931

和顏悅色施 19,284 1,519 20,803
言辭施 58,035 3,472 61,507
身施 48,273 2,187 50,460
心施 118,820 4,402 123,222
床座施 731 47 778
房舍施 97 18 115
密集嘛 149,236 9,396 158,632
心經 55,967 3,636 59,603

廣論+白話消文 717 31 748
每週一句 5,740 345 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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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3 - 02/09：

【皈依二因：由惡趣等自生怖畏。
深信三寶，有從彼中救護堪能。 】

(廣論P98LL3-LL2 )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 02/10 - 02/16：

【能生智者喜，能增中者慧，能摧下
者翳，此語利眾生。 】

(廣論P101L7 )



《華嚴經》淨行品







https://gebisedu.org/purifying-001-050/



• 淨行品 01 - 05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01-005/

• 淨行品 06 - 10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06-010/

• 淨行品 11 - 15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11-015/

• 淨行品 16 - 20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16-020/



• 淨行品 21 - 25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21-025/

• 淨行品 26 - 30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26-030/

• 淨行品 31 - 35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31-035/

• 淨行品 36 - 40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3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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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pDiMlJm5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pDiMlJm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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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 L9- P102 LL1)

意功德分二。~現為教授。













回家功課

師父開示為什麼說，當我們說別人錯了時，

自己已經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錯了？

(手抄#6 P121 LL1 – P123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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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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茂、汪李梅珠、張朱淑華、
吳俐陵、楊必誠、張龔慧芳、石垣一郎、石垣HIROMI、范曉君、許素梅、鍾陳金枝、
鍾曜明、陳張正子、陳璀璀、孫雅萍、鄭雅勻、吳宣霈、李玉華、李宜燕、 Territorium、
郭英權、陳新富、林桓宇、廖素女、吳東昇、黃錫東、張林雪、黃秀玲、郭釘鍠、陳春英
陳煥暘、胡秀子、謝佩珊、康純純、王品幀、黃耀輝、蔡孟玲、李婉貞、李寧、鄭乾臨、
杜王平福、陳國、林凱婷、李彩華、鄭寶治、鄭雅勻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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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幼慈(1/19)、賴正雄(1/21)、謝玉樹(11／27) 、黃茂林(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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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