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智慧的寶典 –

菩提道次第廣論

18春991班

皈依(四)



廣海明月385講 07:38-09:38

https://www.amrtf.org/zh-hant/clear-moonlight-great-ocean-0385/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gl2&af1=388&st1=458&et1=578

信心是趣入佛法深義的門徑



所以當我們遇到不了解的佛法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啊？要以
恭敬心、淨信心先去接受。當然我們皈依佛法之後，這個淨信是
有的，但淨信不是盲目的，他會在一個合理猶豫的角度去抉擇，
他不是一個以我現在的狀態去了解，然後就定論。

還有一點，尤其是當我們聽到調心教授去請問的時候，有一
個公案叫「倒空你的杯子」。就是如果你裝著滿杯的水來了之後
，請問善知識怎麼樣在你的滿杯水裡再倒下一滴呢？因為一定會
溢出來。所以「倒空自己的杯子」是要有謙恭的、空靈的心，放
下自己那些凡夫的知見，認真地聽受佛陀對於我們的生命、對我
們生命的問題：什麼問題？什麼解決方案？次第是什麼？下腳處
是什麼？這一切道次第都解釋得非常地清晰，尤其是次第不可以
倒亂。



我們現在遇到了這麼好的教法，遇到了能夠清淨地解釋這個
教法的傳承善知識們，所以我們是非常非常有福報的一群人，所
以大家要有信心啊！教典中說「不能以凡夫的世間見而破斥出世
間的真實智」，就是在告訴我們：放下自己的知見，我們才能看
到遼闊，想要去看無邊無際的所知的境界，而那就是佛陀、善知
識引領我們想要去了解的所知的境界，那樣的生命不是很美嗎？
為什麼要局限在自己的經驗裡不肯前行呢？你們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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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jGAC_5gV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jGAC_5g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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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喻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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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喻讚(二) 真如 曲

真如 詞曲真如 詞曲

我以至誠身語意 稽首皈依三世佛 讚嘆無邊功德海
種種香花皆供養 設我口中如有千舌 經無量劫讚如來
世尊功德不思議 最勝甚深難可說 假令我舌有百千
讚嘆一佛一功德 於中少分尚難知 況諸佛德無邊際
假使大地及諸天 乃至有頂為海水 可以毛端滴知數
佛一功德甚難量 我以至誠身語意 禮讚諸佛德無邊
所有勝福果難思 迴施眾生速成佛 迴施眾生速成佛

出自《金光明經．蓮華喻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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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脫正道
除邪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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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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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功德

1.身功德

2.語功德

3.意功德

4.業功德

智功德

悲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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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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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2 LL3- P104 L3)

此是略說念佛道理，~況諸餘道。













討論題

學習廣論 廣為討論

放在心上是因為有信心？
信心 v.s. 淨信心

算命先生、醫生說的，
還是佛的教誡，

我們比較會放在心上？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l1&af1=44b&st1=367&et1=692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l1&af1=44b&st1=367&et1=692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l1&af1=32a&st1=1194&et1=1258

https://lamrim.xyz/player2/?&tch=gl1&af1=32a&st1=1194&et1=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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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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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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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15
1. 參加缐上祈願法會，加上財供養，祈願法會順利圓滿！
（隆安）
2. 在儲順課分享背誦廣論的心得，以法供養，祈求師長加持，
聞法顺利，利益衆生。（隆安）
3. 讃美按腳師父，不畏風雨，每天清晨五點多就騎摩托車，到
處會需要大眾服務。（隆安）
4.參加家扶中心鼓勵職工發紅包（利益）
5.參加2199護持學員關懷回報及提供意見。（利益）
6.參加母班共學，下週輪到我學習帶（利益）
7.儲訓班習講練習，提供場地給同行善友一起學習討論（利益）
8.捐贈發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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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2021 第51週 第52週 合計
眼施 20,931 493 21,424

和顏悅色施 20,803 473 21,276
言辭施 61,507 1,285 62,792
身施 50,460 1,048 51,508
心施 123,222 1,780 125,002
床座施 778 9 787
房舍施 115 5 120
密集嘛 158,632 2,368 161,000
心經 59,603 1,055 60,658

廣論+白話消文 748 5 753
每週一句 6,085 81 6,166



44

善行銀行七種施獲大果報基金
2020 2021 合計

眼施 59,984 21,424 81,318
和顏悅色施 56,370 21,276 77,646
言辭施 100,631 62,792 163,423
身施 118,711 51,508 170,219
心施 325,826 125,002 450,828
床座施 1,791 787 2,578
房舍施 503 120 623
密集嘛 315,929 161,000 476,929
心經 84,201 60,658 144,859

廣論+白話消文 1,782 753 2,535
每週一句 5,339 6,166 1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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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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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論練功房

一起來熟悉宗大師的智慧之語

每週一句 02/17 - 03/02：

【清淨身語意，常讚佛勝德，如是修心續，
晝夜見世依。若時病不安，受其至死苦，
不退失念佛，苦受莫能奪。】

(廣論P103 L6-L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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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淨行品 41 - 45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41-045/

• 淨行品 46 - 50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46-050/

• 淨行品 51 - 55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51-055/

• 淨行品 56 - 60 串讀
https://gebisedu.org/recitation/purifying-5/%e6%b7%a8%e8%a1%8c%e5%93%8105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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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佛陀相好莊嚴之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DXw0uyG_Q&list=PL-kA-clsLN820Mloj0xmkbiiuTJ1U3moo&index=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DXw0uyG_Q&list=PL-kA-clsLN820Mloj0xmkbiiuTJ1U3moo&inde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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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功德者。~常白淨行。







回家功課

1. 師父在開示「故於初時修心稍存，後時次彼能
任運轉。」舉了木頭跟豆芽的喻，是要告訴我們
什麼？

2. 師父說頓悟的那一剎那是如何達成的？

3. 師父說不怕做不到，而是要怕「不知道」，為
什麼麼？

(手抄#6 P133 L8 – P135L6)

(手抄#6 P144 L5 – P145L6)

(手抄#6 P154 –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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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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樟、王正明、劉家熾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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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