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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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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淺釋(連載)

宣化上人講述

（接上期）
Ｆ8.常隨佛學（分三）
Ｇ1.標名 Ｇ2.釋相 Ｇ3.總結無盡
今Ｇ1.
復次，
復次，善男子！
善男子！言常隨佛學者。
言常隨佛學者。
普賢菩薩又叫一聲，善財童子！所說的「常隨佛學」的這個願，現在我跟你講一講。
Ｇ2.釋相（分二）
Ｈ1.隨本師學 Ｈ2.隨諸佛學 Ｈ1.（分二）
Ｉ1.明因中妙行 Ｉ2.辨果上勝因
今Ｉ1.
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
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
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
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剝皮
為紙，
為紙，析骨為筆，
析骨為筆，刺血為墨，
刺血為墨，書寫經典，
書寫經典，積如須彌。
積如須彌。為重法故，
為重法故，不惜身命，
不惜身命，何況王位、
何況王位、
城邑、
城邑、聚落、
聚落、宮殿、
宮殿、園林一切所有，
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
及餘種種難行苦行。
「如此娑婆世界」：「如」是好像。就好像娑婆世界。娑婆是梵語，翻譯為「堪忍」，言
其這個世界這麼苦，真難為這一切眾生堪可忍受。怎麼說這個世界是苦的呢？這個世界所
有一切一切的樂都是苦的因，沒有真正的快樂。這個世界的一切法都是染污法，都是不清
淨的，所以非常的痛苦。
怎麼說樂正是苦的因呢？譬如人人都認為穿新衣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可是你穿上新衣
服，一但不小心打上一點湯，或者著上一些塵埃，心裏就生了煩惱了。穿上新衣服的時候
很快樂，一被這個塵染弄骯髒就會生出一種煩惱來。再者，人最歡喜的就是發財，活著的
時候，每一分錢都算得清清楚楚的。沒有得到錢的時候就想法子要得，已經得到又怕失
了。沒得到錢心裏有所貪求，這是苦；得到之後又怕丟了，這也是苦，可是你不覺得這是
苦。你雖然一生這麼患得患失，可是死的時候一分錢你也帶不去。你說這是苦是樂呀？所
以說所有一切的樂都是苦的因，不過你沒有覺悟到，因此這個世界就叫堪忍。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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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毗盧遮那是梵語，此言「清淨」，這是釋迦牟尼
佛的法身。釋迦牟尼佛最初見著古釋迦佛的時候，還是個做茶杯、碗盤之類的陶師，那時
候他就供養古釋迦，發願也要像古釋迦佛那樣子。由那時最初一發願，他就時時刻刻都精
進，身也精進、心也精進，一時一刻也不懈怠、不懶惰地精進修行。「以不可說不可說身
命而為布施」：他用不可說不可說那麼多的身命，或者捨身或者捨命，來做種種的布施。
釋迦牟尼佛見著燃燈佛的時候，他就以身作布施。在因地修行的釋迦牟尼佛，看見燃燈佛
示現的老比丘從那邊來了，他又看見他前邊的道路上有一灘水。於是乎他就自己躺到這個
水裏，旁邊還有一些地方有泥，他又布髮掩泥，讓老比丘從他身上走過去。這就是以身作
布施，以他身體來幫助其他的人。若照我們一般人來看，這是太愚癡了，你找一塊板子、
幾塊木頭鋪上去，不就好了嗎？何必自己躺到水裏頭呢？不錯，你是很聰明。釋迦牟尼佛
當時想不起這個好辦法。但幸虧他想不起來，如果他想起來這個好辦法，燃燈佛就不一定
給他授記了。為什麼呢？那表示他還有所顧慮，還有一個身體在。他躺到水裏，這正是無
我相來幫助眾生、利益眾生的一種表現。他這是在行菩薩道，不管自己就將身體躺到水
裏、泥裏，來幫助老比丘走過這一灘水。
燃燈佛一看這個比丘這樣誠心，在泥裏頭躺著讓自己過去，就給釋迦牟尼佛授記說：「汝
於來世當得作佛。你這樣行菩薩道，我也是這樣行菩薩道，如是如是。等來生你成佛，名
號就叫釋迦牟尼。」
當時釋迦牟尼佛是一個行頭陀行的修行人，行頭陀行的比丘不剃頭也不剃鬍子的，但可不
是嬉皮，你不要誤會，以為釋迦牟尼佛當初也是個嬉皮。有個中國人寫了一篇文章，說中
國的孔子是嬉皮，這才是胡說八道，簡直是以偽亂真，以訛傳訛。釋迦牟尼佛在因地以身
命來做布施，無量劫以來，生生世世都是這樣做，所以他的菩薩道行得很圓滿。
「毗盧遮那」是梵語，譯為「遍滿一切處」。這個毗盧遮那清淨法身佛，是遍滿一切處
的，法身是無在無不在的，沒有一個地方他不在，也沒有一個地方他在。但若說佛的法身
沒有一個地方不在，為什麼我們又看不見呢？我們看不見，是不是就表示他不在呢？不是
的。我們看見他也在，看不見他也在，佛的法身是遍滿法界一切處的，沒有一個地方他不
在。有人就問：「你說他遍滿一切處，那個廁所，那麼邋遢的地方他在不在呀？」不單廁
所他在，就是任何再邋遢的地方他也都在。盡虛空、遍法界都是佛的法身，從這個法身來
講，他是不垢不淨、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所以什麼地方他都在。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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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皮為紙，析骨為筆」：釋迦牟尼佛為行菩薩道、為求無上佛果，從無始劫來，就以身
命來做布施。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剝下來當作紙，又把自己的骨頭剖開來作筆，「刺血為
墨，書寫經典」：又刺血作墨，來書寫經典。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不去買一點紙、筆、墨水來寫經典呢？這和方才釋迦牟尼佛「布髮掩
泥」是一個道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沒有紙。好像在印度最初結集經藏的時候，就是
用貝葉（樹葉）來寫經典，《法華經》就是用貝葉寫成，接連起來的，若把它一片一片排
開來，有七里路那麼長。那時候科學沒有這麼進步，也沒有紙廠，造紙的公司更不要講
了，所以沒有地方去買紙。不像我們現在用紙這麼方便，筆記隨便打出來就可以印了，當
時不是這麼方便。中國古來的《書經》、《詩經》、《易經》原先就都是用竹片寫的。現
在紙、筆、墨水都很方便，古來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也沒有地方買，這是一個理由。另
一個理由，他用自己身上的皮、骨頭、血來寫經典，這就足以證明他是為法忘軀，為著佛
法什麼也不怕。這也可以說是為求佛法，以身來布施。
「積如須彌」：他用自己的皮、骨和血寫出的經典，有須彌山那麼多。「為重法故，不惜
身命」：他因為尊重佛法的緣故，所以就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和生命。現在香港有一個壽冶
和尚，他在五臺山廣濟茅棚和上海菩提寺做過方丈，在越南也造了很大的廟。現在越南有
戰爭，他又跑回香港。他就是割自己舌頭的血，寫了一部《華嚴經》，每一個字大約有兩
寸這麼大。他專誦《華嚴經》、專拜《華嚴經》，專門修習華嚴，這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
菩薩境界啊！
「何況王位」：釋迦牟尼佛對自己的身命都不愛惜了，何況國王的這種地位呢！釋迦牟尼
佛如果不出家修道，就可以做轉輪聖王。這個轉輪聖王有金輪王、銀輪王、銅輪王、鐵輪
王。金輪王王於四洲，東勝神洲、南贍部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他都可以統領。銀輪王
管三洲，不管北俱盧洲；銅輪王管兩洲；鐵輪王管一洲。釋迦牟尼佛貴為太子，富有四
海，這些他都能捨棄而出家修道。「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其他的國城、妻
子、部落，和所有寶貴的宮殿、園林這一切所有，他也都能布施，不要了。
「及餘種種難行苦行」：以及其他所有一切種種難行的苦行他也都能行，難忍他也都能
忍。他以太子的地位出家，修種種的苦行，這豈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呢！所以釋迦牟尼佛在
過去生和現在生中所行的種種苦行，都是非常不容易做得到的。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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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極樂是君家──宣化上人談念佛(連載)

簡介
這極樂世界就是你我眾生本來的真心，你得到本來的真心，就生在極樂世界；你沒有明白
自己本來的真心，就沒有生到極樂世界。
念佛法門是最容易修行的一個法門，也是人人能修行的一個法門。只要你常念「南無阿彌
陀佛」，將來臨命終的時候，就能生到西方極樂世界，蓮華化生，天天聽阿彌陀佛說法，
將來成佛。
（接上期）
2. 老實念佛
就是口念佛、
就是口念佛、心也念佛，
心也念佛，行住坐臥都是念阿彌陀佛。
行住坐臥都是念阿彌陀佛。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們很不幸生在這個魔強法弱、去佛甚遠的末法時代，可是在不幸之中又幸遇念佛法
門。念佛法門既省錢，又不費精神，很容易而且方便，因為念佛就能成佛。為什麼念佛
會成佛呢？這是因為藉著阿彌陀佛在無量劫以前發的四十八大願；在四十八願中，有一
願說：「若有眾生稱我名號，若不生極樂世界，我誓不成正覺。」
阿彌陀佛發此願力，願願皆是攝受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條件只是眾生要有一個信
心，相信真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而且願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做阿彌陀佛的弟子，
和切實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要具足信、願、行三資糧，必生西方。
極樂世界是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無有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雖然有白鶴、孔雀、
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但這都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是一種
變化現出的境界，並不是真有畜生。極樂世界沒有娑婆世界萬苦交煎、萬惡充滿的煩
惱，它晝夜六時皆演說妙法 －－念佛、念法、念僧。可是，我們若要生到極樂世界，就
要老實念佛，不要不老實念佛；老實念佛就是專一其心在念佛，不管成佛不成佛，也不
管往生不往生，一心只管念佛的工作。念佛念得專一純熟，一心不亂，等你臨命終時，
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去成佛。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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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一個普通人，能勞動阿彌陀佛來接我們呢？這是很難相信的道理。不錯，這
就是難信之法，所以《阿彌陀經》是釋迦牟尼佛不問自說；因為沒有人懂，也沒有人相
信這個法，所以釋迦牟尼佛悲心切切地把這種末法修行之捷徑，告訴我們這些末法的眾
生。
老實念佛就是口念佛、心也念佛，行住坐臥都是念阿彌陀佛；口中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身上行持阿彌陀佛的行。什麼叫行？好像我們現在打佛七，無論如何都要百忙放下，來
參加打佛七，要念得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念茲在茲，不是念一陣子就覺得辛苦，要
回去休息了，躲懶偷安，這樣不會得到念佛三昧的，這就叫做不老實念佛；老實念佛就
是一心一意念佛，連吃飯、穿衣、睡覺都忘了。
本來吃飯、穿衣、睡覺是人生離不了的事情，每個人天天都不能缺少的；念佛時能把這
三件事忘了，不知吃飯、穿衣、饑寒、睡覺否，這就是老實念佛。若到時間便知道吃
飯，這是不老實念佛；或冷了要穿衣，這是不老實念佛；或睡不夠要回去休息，這也是
不老實念佛。老實念佛就是無論行、住、坐、臥，只知道「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
你念得打成一片，綿綿不斷，乃至水流也是念「南無阿彌陀佛」，風吹也是念「南無阿
彌陀佛」，小鳥叫的聲音也是念「南無阿彌陀佛」。要念得「南無阿彌陀佛」和我自己
分不開，念得「南無阿彌陀佛」之外無一個我，我之外又無一個「南無阿彌陀佛」，我
所念的「南無阿彌陀佛」和自己合而為一。這時，風也吹不透，雨也打不漏，得到念佛
三昧；水流風動都是演說妙法 －－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就是老實念佛。
假若水流知是水流，風動知是風動，或東張西望看各處有什麼動靜，這就是不老實念
佛。若一邊念佛，又前瞻後顧地好像要偷東西，這也叫不老實念佛。老實念佛就是念茲
在茲，什麼妄想也沒有，也不想吃東西或喝茶，什麼都忘了，這才是老實念佛。沒有什
麼祕訣，只要能把心管住，不打妄想，這就是老實念佛；你管不住這個心，盡打妄想，
那就是不老實念佛。你提起正念，那就是老實念佛；你盡胡思亂想、打邪念，那就是不
老實念佛。所以老實念佛是妙不可言，你要是真會念佛，便會得大自在，無人、無我、
無眾生、無壽者，只有南無阿彌陀佛。
說的是法，行的是道，單說不行是說食數寶，一點用處也沒有。我今天所講的道理，你
們明白了，就要老老實實念佛，老老實實打佛七，這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時間，切莫
空過，希望大家努力念佛，拿出「堅、誠、恒」這三心來打佛七！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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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月共修活動行程
日期
時間
9/5 9/12 9/19 9/26
10:00am~1:30 pm
10/3 10/10 10/17 10/24
9/26 10/17
11:00 am~1:00 pm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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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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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念佛, 素食 Potluck 聚餐，誦楞嚴
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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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煒
(612-35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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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月

Sep/Oct Group Practice
Date

Time

9/5 9/12 9/19 9/26
10:00am~1:30 pm
10/3 10/10 10/17 10/24
9/26 10/17

11:00 am~1:00 pm

Activity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Recite Shurangama Mantra
Family program

No activity on 7/4 &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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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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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or: DM Chuan Yang
Issuer: MBA Committee
Contact: Wei Zhang
(612-351-2347)
MBA website:
http://www.amtb-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Location: MBA Library
Address: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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