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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咒句偈
宣公上人以偈頌方式講解〈楞嚴咒〉，前後約八年，共計 502 個偈頌。現於慧訊頭版連載
此非常珍貴之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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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詛毒蠱諸邪術 一切無能害身者

障惱別見遮性明 覆藏發露暗得燈
返本歸元觀自在 放下凡情佛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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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淺釋

宣化上人講述

（接上期）
Ｉ2.徵釋
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
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
「何以故」：什麼原因這法供養的功德就這麼大呢？
「以諸如來，尊重法故」：因為一切諸佛如來，都尊重法的緣故。不但我們一切凡夫要尊
重佛法，就 是諸佛如來也都尊重佛法，因為若沒有佛法就沒有人可以成佛。你想要成
佛，必須要學佛法。所謂「法賴僧傳」，出家人就是住持佛法的，所以必須要向出家人來
學 習佛法。以法來供養諸佛如來和眾生的這種功德是不可思議、沒有法子說得出它有多
少的。「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因為你依照佛法所說的去修行，就會成佛的 緣故。
「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假設有菩薩修行法供養的話，他一方面是供
養如來，一方面他自己也可以成就如來的果位。「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像這樣子去
修行，才是真正的供養呢！
Ｇ3.總結無盡
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
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此廣大最勝供養」：這種法供養是最廣大、最殊勝的供養。「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
生業盡，眾 生煩惱盡，我供乃盡」：乃至於虛空沒有了，眾生也沒有了，眾生的業、眾
生的煩惱也都沒有了，我這供養才會窮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
無有盡」：而虛空界和眾生界、眾生的業、眾生的煩惱，永遠都不會窮盡，所以我這廣修
供養的願，也沒有窮盡的時候。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我這種供養的願力，是念念相續，永遠都不斷的。「身語意
業，無有疲厭」：乃至於身供養也沒有疲厭，意供養也沒有疲厭，口供養也沒有疲厭。這
身、口、意業的供養，又有所謂的：
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
意裏無瞋是珍寶，無癡無貪供養香。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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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面上沒有一種發脾氣的面貌，這就是身業具足供養了。口裏若不說惡語，就等於出微妙
的香氣一樣，這是口業的供養。你的意念裏也沒有瞋，就是供養的珍寶，這是意業的供
養。再能沒有癡心、貪心，這就是真正的供養。
Ｆ4.懺悔業障（分三）
Ｇ1.標名 Ｇ2.釋相 Ｇ3.總結無盡
今Ｇ1.
復次，善男子！言懺悔業障者。
「復次」：講完廣修供養之後就要懺悔業障，你若修供養而不懺悔業障，這也是無有是處
的。「善男 子」：所以普賢菩薩又稱一聲，善男子！「言懺除業障者」：懺是懺其前
愆，以前所造的罪業要懺除；悔是悔其後過，不再重犯。佛教裏有拜懺的修法，就是在佛
前 精進拜佛來悔過。我們拜懺必須要用至誠懇切的心來拜，這樣才有功效，不可以馬馬
虎虎的。
你看智者大師，那時候《楞嚴經》還沒有傳到中國來呢，他就對著西方拜《楞嚴經》的名
字，拜了十八年。十八年過去了，他也沒有見到《楞嚴經》。若是我們，不要說拜十八
年，就是拜十八個月，若沒有一點什麼成效會停止了，說我這麼拜沒有什麼用啊！就不拜
了。
智者大師一生拜《法華經》，又一天到晚拜懺，抄寫藏經一次又一次，所造的佛像、木像
連畫像，總 共算起來有八萬多尊。他出生的時候，他的母親看見五色祥光到他家裏來，
以後就生了智者大師。智者大師十幾歲時，聽一位法師誦念《普門品》，他聽一遍就都記
得了，就好像他前生已經念過似的。等到他去見南嶽大師，大師一看見他，說：「你現在
可來了，我們以前在靈山會上一起聽《法華經》，你還記得嗎？現在因緣成 熟了，我們
又到這個地方來了！」
南嶽大師就教他《法華經》〈安樂行品〉，又教他讀誦《法華經》、拜《法華經》。當他
拜到〈藥王 菩薩本事品〉那一段，就開悟了。他就把這個境界告訴南嶽大師，說：「我
拜經拜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的時候，怎麼看見釋迦牟尼佛還在靈山那兒說《法
華經》呢？這是什麼道理？」
南嶽大師就給他印證，說：「若不是你呀，也得不著這種微妙的境界；若不是我呢，也不
認識你這種境界。所以你這種境界必須你才可以證得，也必須要我才可以認識，給你證
明。你現在得到的是法華三昧的前方便──一旋陀羅尼。」經過印證之後，智者大師就真
的得到智慧辯才無礙。
南嶽大師就對他說：「你這種智慧，就是普通千千萬萬的法師，也沒有法子可以辯贏你
的。」由此之 後，智者就智慧大開，大開圓解。大開圓解之後，他更用功，更精進修行
《法華經》。等他臨圓寂的時候，還叫侍者給他讀誦《法華經》，聽完後，又叫侍者拿香
湯 給他漱口，又說了偈頌，坐著就圓寂了。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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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師到天臺山以前，那個地方本來有很多打漁的，以後他把那些地方都買了過來，從
此三百多里路遠都沒有人打漁，也沒有人殺生了，附近的人也都皈依了他。所以智者大師
有很不可思議的境界，他修行的法門是拜懺。
Ｇ2.釋相（分二）
Ｈ1.所懺境 Ｈ2.能懺相
今Ｈ1.
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
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
「菩薩自念」：發懺悔心的多數都是菩薩，那些個沒有善根的人，他根本就不會懺悔。好
像你們一樣 的，一樣皈依三寶、一樣的信佛，有的就願意叩頭拜佛，有的就不拜佛也不
念經，甚至於他自己原來發動叫大家念經，念著念著，到後來連他自己都不念了，這就是
業障沒有除。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我過去生中，在無始劫那時候，「由貪
瞋癡，發身口意」：因為有貪心、瞋心、癡心，而發出身業、口業、意業這 三業，「作
諸惡業，無量無邊」：造種種的惡業，沒有數量，也沒有邊際那麼多。
「若此惡業有體相者」：假使我這個惡業有一個形體、相貌的話，「盡虛空界不能容
受」：就是整個虛空也容不了啦！這個業障如果有形相的話，把這虛空都會給裝滿、脹破
了。你看這個業障有多少啊！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4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慧訊

2015

年 1/2 月

上宣下化老和尚佛七開示‧1975 年美國 Oregon 州(節選)

注：1975 年夏天，比爾‧布萊佛決定在他位於奧立崗州蘆葦港史密斯河畔的佛根地農
場，舉辦一次戶外的念佛法會。他邀請宣公上人及金山寺的四眾弟子們共襄盛舉。在得到
上人的同意之後，於 1975 年的八月，從美國各地而來的五十幾位修行人聚會在佛根地，
參加為期一週的念佛法會。這是傳統的佛七法會首次在戶外的山上舉行。本文源於法界佛
教總會在線資料，繼續去年 11/12 月的刊載，節選 8 月 23 日晚上的內容。
1975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晚上
弟子：我差不多三、四歲的時候摔了交，那個時候感覺好像離這個地方很遠，到一個很光
明的地方，黃色的光明，在這個時候覺得 Everything is Okay。最近幾個禮拜，一切都很
好，我覺得好像回到家了。請問我小時候的那個境界，跟現在的情形有沒有關係？
上人：這當然有關係，就叫你不要忘了。就像那個琉璃似的，可以看透，從這邊看到那
邊，叫你把什麼都看透了。
弟子：我從小就有很多很奇怪的病，這是為什麼？
上人：不論有什麼病，你也沒有死，現在就應該修行了。
弟子：好，我會修行。
弟 子：師父，弟子有一個問題？就是人的智慧現了，就好像大學畢業這樣子。弟子的問
題就是，釋迦牟尼佛就修了三個大劫，這麼長的時間才成佛，這個時間表是不是 固定
的？或是人，一生如果盡他所有的力量來修行，消滅他的業障，會不會更快地見到他的本
來面目，就是證得佛的智慧？還是一定要等到萬德具備？這是弟子的問 題，也是一個比
喻，就是需要那個修行的時間，才可以開智慧，開悟？
上人：你有沒有聽過高峰妙禪師那個公案？
弟子：高峰妙禪師，就是那個生人面瘡的？
上人：不是。是那個在西天目倒掛蓮花那兒坐著，睡著掉下去，有一個菩薩又把他托上
去。
弟子：聽過了。
上人：聽過了。你知道那個果佑講的，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和我講的一樣？但是，那個大
意是會一樣的。那個就是答覆你這種問題。你不記得嗎？
弟子：嗯！要想一想。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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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這個韋陀菩薩說，「你這麼貢高我慢，我八萬大劫都不護你法了。」為什麼要這麼
說呢？有沒有這麼說？（弟子：喔！說的那個。以後高峰妙禪師就懺悔，韋陀菩薩
就……。）
他又掉下去了，韋陀菩薩又把他托上來。他又問：「你說八萬大劫不護我的法，為什麼你
現在又來救我呢？」韋陀菩薩怎麼說的？（弟子：韋陀菩薩說，「這麼貢高我慢心的人，
是有很多很多；可是如果你要是誠心地懺悔，一念的懺悔，就再護你的法。」）
不 是「如果」，是「因為」。「如果」，那一種語氣，那是還沒有懺悔；「因為」，這
是個決定詞，因為你懺悔了。「如果」你懺悔，那是還沒有懺悔，是不是啊？ （弟子：
是的。）因為你懺悔了，所以超過八萬大劫了，已經超過了。他沒有那麼說嗎？（弟子：
喔！大概說了，弟子忘記了。）那麼這個問題你現在懂了沒有？
弟子：弟子明白了。
上人：你可以對大家講一講，因為你講的是中文，他們聽不懂。
弟子：好的，……。
上人：他生慚愧心，你聽這兒，這個很要緊很要緊，你要說清楚。
弟子：好。
上 人：韋陀菩薩不是說不護他法嗎？他就哭起來了，哭得好像睡覺似地什麼都忘了；忽
然間又好像睡覺醒來似地，說，「喔！韋陀菩薩護我的法，以前我也不知道他護 我的
法，我一樣修行啊；現在他不護我的法，我就不修行了嗎？還是應該修行啊！」於是他還
是照常在那兒打坐；坐著，時間一久了，他又睡著了。
你 要說明了他睡著才掉下去；他沒睡著，他掉下去幹什麼？他因為睡著了，又從倒掛蓮
花那個石頭；在那個上面好像倒掛著的一朵蓮花似的，上面大，底下小。那個蓮 花上面
大，他在上面坐著，掉下去那一定死的。那不知道多深的﹗不止三千尺那麼高，不知多少
尺。那麼他又在那坐著，又掉下去了，這才是事情發生的由來和理 由。
那麼掉下去了，韋陀菩薩又來把他托上來他說，「喔！誰來護我的法？」韋陀菩薩就說：
「喔！我是 韋陀。」「哦！」他說：「老韋，你簡直打妄語啊？你也不守戒律；你也講
大話了。」韋陀菩薩說，「我沒有講大話；我沒有講妄語。」「你沒有打妄語？你說你八
萬大劫不護我的法了，現在你又來護我的法。」韋陀菩薩說，「因為你一念的懺悔，你這
個真心的懺悔，超過八萬大劫了，所以我再來護你的法。」
這 個地方很要緊的，你看，字這麼一轉彎，你若說不清楚它，意思就完全沒有了。如果
是一定的，那變成死法了，不是活法了，變成定法了：沒有定法的。說釋迦牟尼 佛修行
三大阿僧祇劫，只不過是說這個三大阿僧祇劫不超出一念，一念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你沒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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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聽《華嚴經》？你知道你修幾個大阿僧祇劫了？（弟子：不知 道。）或者你修六個大
阿僧祇劫。（弟子：或者沒有修。）或著以前，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念「嗡嘛呢叭彌吽」的
法師身上的一個虱子。
弟子：或者現在還是。
上人：果林，你頭先要問什麼問題的？你在那兒唸佛的時候，不可以走出來問問題，這你
是太不懂規矩了。
弟子：他問金山寺的宗旨裡面有兩次說「不變」，可是最後又說革命為僧事。
上人：這個不是宗旨。前面那三個才是宗旨；後面那個，就是你照著這個真理去傳佛心
印。怎麼樣？還是不懂？
弟子：他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提倡正法，怎麼樣可以有一個革命？
上人：就因為正法，所以就要革命。現在其他的地方都是末法了；都是末法了，你要不把
他糾正過來，這是不對的。革命是革這個末法的命，不是革正法的命。
好 像在中國的佛教和亞洲的佛教，你不知道，你們完全不懂的。譬如叫人上香，就拿這
個來講。這個住持上香上完了，叫居士來上香，頭一個居士就要給五千塊錢來這 上一上
香。這個居士就要給五千塊錢，才可以到這兒上一枝香。不是你們覺得誰都可以來這兒上
香不付錢的，是特別的出五千塊錢的，甚至於五萬塊，才可以上一枝 香。第二個人四千
塊錢；第三個人三千塊錢，這是一定的。你到做法會時，誰出的錢最多，誰就是大護法、
大居士，你看這是對不對？
在 這兒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們不是你給錢給得多，你就先走；你沒給錢，你最後。你們
各位想一想，在中國，給人念經，超度人要收一萬塊錢，或是十萬塊錢，都不一 定的。
一般說，「錢越多越好」、「你有錢你就好。」在亞洲的佛教是這樣子的。這裡，你給錢
也好，不給錢也好；你願意做好事也好，你不願意做好 ，也 Okay（好）：Everything is
Okay 一切都可以，這又叫革命為僧事。我們不像亞洲的這個佛教，就看錢看得那麼重
要，看其他的，像佛經、佛法、佛，看得很低的。
這是亞洲的佛教，是這樣子的。那和尚敲這個木魚噹、噹、噹，敲磬，要給錢；你拜佛，
你也要給錢﹔不然的話，佛看不見你。如果你給多點錢，佛的眼睛就睜大一點。就是這種
的態度，讓佛法走到末梢上去了。
我們金山寺不是這樣子的。我們是窮的、富的，到這兒來拜佛都是平等的，沒有什麼分
別，不是你拿錢多就是第一了。
我們金山寺也不是和誰不講錢，是不注重錢。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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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革命，革這個不正當的命；那個不正當的風氣，不正當的習慣，都要把它取締了，
就是所有佛教不對的地方都不要了。我們要主持正法，革那個不正的法。我們把那個末法
不要了它。我們再把這個正法拿回來。
他 想的這個問題是很有意思的－－你正法怎還要革命？我們隨緣不變。譬如這個隨緣不
變，我們隨這個緣，但我們本來這個宗旨還不變。我們到什麼地方不說人家不 對，這叫
隨緣。他做那樣子，我們也就那麼樣子，但是我們本來的宗旨不變的。我們不會說人家，
批評人家不對，這叫隨緣。我們自己一定要按對的做，這叫不變隨 緣。你懂嗎？
今天在三點鐘的時候，講十方三世佛；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
阿 彌陀佛是第一個佛，因為他願力最大，所以他力量也最大。我們只要唸南無阿彌陀
佛，就很快會成佛的；只要你唸佛，就會成佛。這個唸佛的法門，就好像母親和兒 子一
樣；唸佛的人譬如兒子，阿彌陀佛就是大家的母親。你誰唸阿彌陀佛；誰就是阿彌陀佛的
兒子，所以在《楞嚴經》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就說：「如母 憶子。若子逃
逝……」，這個兒子跑了，這個母親找兒子是不容易找的；若是兒子想要找母親，回來就
找到了。你要是單單母親想兒子，兒子越跑越遠；要是母親想 兒子，兒子又想母親，這
樣常常就能在一起了。我們所有的人都是阿彌陀佛的子女，所以我們只要想回家，誰都可
以回去；我們要是不想回家呢？那父母在家裡等我 們，他也沒什麼辦法。
所以說「阿彌陀第一，九品度眾生。」他有九品蓮花，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
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
這 九品裡頭又分出來九九八十一品；每一品又分出九品。前幾天也曾經說過了，他用這
九九八十一品的蓮花來度眾生。誰唸佛，西方極樂世界那個七寶池、八功德水裡 邊就生
出一朵蓮花來。你這唸佛，唸得越多，蓮花就長得越大；你唸佛唸得少，蓮花就小一點。
蓮花大，你成佛也大一點；蓮花小，成佛就晚一點。蓮花大，你成佛 就早一點；你要唸
唸佛又不唸了，那麼蓮花又乾了，又沒有了。所以你要想你品位高，你就多唸佛，誠心唸
佛；你要想你品位低，那麼你就懶惰不唸佛，那個蓮花也 就沒有了 。
「威德無窮極」：這個阿彌陀佛大威德力，沒有可比的。
如果有問題你就快點問，過一兩天我們就要回金山寺去了。
弟子：有的時候小孩子有無形的朋友。我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人。我有一個朋友，常常
和一群沒有形象的小朋友玩。可是有一次他自己不乖的時候，他就怪這些無形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都不見了。
上人：誰知道是這樣的呢？
弟子：他母親。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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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他母親看得見嗎？
弟子：看不見，可是他每天跟他們玩好幾個小時。
上人：這有時候會有，或者是鬼，或者是仙，都有的。因為他不知道這是鬼，或者是仙，
以為就是朋友。這小孩子中，有的看得見的。小孩子要是修行很容易成功的。
我 常常講，男孩子不過十六歲，女孩子不過十四歲，要是參禪打坐用功修行，再遇著真
正善知識，就很容易開悟，很容易成他的道果。因為他不知道世界上那麼多真真 假假的
事情。也不知道你欺騙我，我欺騙你，互相那麼欺騙的事情﹔等一讀書，有了 cheat sheet
（夾帶），就不容易了。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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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共修活動行程

日期
1/3 1/10 1/17 1/24
2/7 2/14 2/21 2/28

1/31

時間

活動內容

10:00am~12:30 pm 念佛, 素食 Potluck 聚餐

2/7

10:00am~12:30pm

1/10 2/7

10:30 am~1:00 pm

放香

佛教會兒童班
佛教會兒童班旨在學習和宣揚佛法，一般選
擇週六上午，每月活動一次。兒童班內容豐
富，其儀軌、課程和活動的設計能讓參與的
兒童和家長共同受益。歡迎小朋友們多來參
加！
如有問題，可聯絡兒童班負責人 Eugene Kelly
(eugenekelly2@gmail.com) 或參考兒童班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babuddhistfamilyprogr
am/schedule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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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 素食 year-end hotpot Potluck
年終火鍋聚餐
MBA Family Program

指導老師: 上傳下揚法師
發行人﹕
發行人﹕佛教會理事會
聯絡人: 李彥甫
(612-254-2559)
佛教會網址:

http://www.amtb-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活動地點: 佛教會文物流通處 (圖書館)
地 址 :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慧訊

2015

年 1/2 月

Jan/Feb Group Practice
Date
1/3 1/10 1/17 1/24
2/7 2/14 2/21 2/28

Time

Activity

10:00 am~12: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2/7

10:00am~12:30pm

1/10 2/7

10:30 am~1:0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year-end
hotpot
potluck lunch
Family program

No activities on 1/31.

MBA Family Program
MBA Family Program targets at learning and
propagating Buddha dharma. The program
usually meets one Saturday morning a month.
All rituals, lessons and activities are planned to
be meaningful and enriching to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We welcome every kid to participate!
For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the coordinator
Eugene Kelly (eugenekelly2@gmail.com) or
visit the website of family progra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babuddhistfamilyprogr
am/schedule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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