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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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

宣化上人講述

Ｈ2.隨諸佛學
如今世尊毘盧遮那，
如今世尊毘盧遮那，如是盡法界、
如是盡法界、虛空界，
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
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所有塵中一切
如來，
皆亦如是；
於念念中，
我皆隨學。
如來
，皆亦如是
；於念念中
，我皆隨學
。
「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像現在世尊毗盧遮那佛，以前修行上邊所說的種種的
行門，又處於種種的眾會道場。「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
所有塵中一切如來，皆亦如是」：乃至於遍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剎土，每一粒微塵中的一切如來，我也都像前邊所發的願一樣來常隨這所有的
佛學。「於念念中，我皆隨學」：在每一念裏邊，我都隨學一切諸佛的種種行
門。

Ｇ3.總結無盡
如是虛空界盡，
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
眾生界盡，眾生業盡，
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
眾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
我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
相續無有間斷，
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相續無有間斷
，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
「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
像這樣子，就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這個隨學的
願力也不會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我念念之中，都相續不斷的這麼
隨學。「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我的身業、口業、意業，永遠都不會疲倦、
懶惰。

Ｆ9.恆順眾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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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恆順眾生者。
言恆順眾生者。
普賢菩薩又稱一聲，善男子！我再給你講一講「恆順眾生」的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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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2.釋相（分二）
Ｈ1.正明 Ｈ2.徵釋 Ｈ1.（分二）
Ｉ1.所順眾生 Ｉ2.正明隨順
今Ｉ1.
謂盡法界、
謂盡法界、虛空界，
虛空界，十方剎海所有眾生種種差別，
十方剎海所有眾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
所謂卵生、胎生、
胎生、濕生、
濕生、化
或有依於地、
風而生住者，
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
生，或有依於地
、水、火、風而生住者
，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
，種種生
種種色身、
種種形狀、
種種相貌、
種種壽量、
種種族類、
種種名號、
類、種種色身
、種種形狀
、種種相貌
、種種壽量
、種種族類
、種種名號
、種種
心性、
種種知見、
種種欲樂、
種種意行、
種種威儀、
種種衣服、
種種飲食，
心性
、種種知見
、種種欲樂
、種種意行
、種種威儀
、種種衣服
、種種飲食
，處
於種種村營聚落、
城邑宮殿，
乃至一切天龍八部、
人非人等，
無足、
二足、
於種種村營聚落
、城邑宮殿
，乃至一切天龍八部
、人非人等
，無足
、二足
、四
多足、
有色、
無色、
有想、
無想、
非有想、
非無想。
足、多足
、有色
、無色
、有想
、無想
、非有想
、非無想
。
「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剎海所有眾生，種種差別」：盡法界、虛空界，十
方諸佛像海一樣那麼多的國土裏的所有眾生，有種種不同的種類。所謂眾生
者，就是眾緣和合而生。既然是眾緣和合而生，就各有各的緣，所以就有種種
不同的種類。
「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楞嚴經》上說：「胎因情有，卵以想
生，濕以合感，化以離應。」胎因為有一種愛情，所以成胎了。卵生是以一種
想生出來的，好像母雞在那兒孵小雞子，牠趴在雞蛋上想、想、想，久而久
之，這雞蛋就孵出雞來了。濕生是因為濕與濕相合，就生出一種濕生。化生是
有變化，譬如由毛毛蟲變成蝴蝶，就是離開牠原來的那個本體，變化成其他的
種類了。「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者有的眾生是依靠地水火風四大
而生住的。「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或者有依在虛空，以及花草樹木
上而生住的眾生。「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的眾生種類不同，色身也都
不同。
「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形狀、種種相貌也都不同。「種種壽量」：生
命有長的、有短的，也不相同。「種種族類」：畜生有畜生的族類，老虎有老
虎的族類，熊有熊的族類，鹿有鹿的族類，各有各的族類。「種種名號、種種
心性」：各有各的名號，也各有各的心性。好像老虎的心性就歡喜傷害眾生；
鹿的心性就仁慈，牠只吃草，不吃一切的眾生。眾生有膽大的、有膽小的；有
的見著人就跑了，有的看見人就想把人吃了。「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眾生
的知見、所歡喜的東西也都不一樣。「種種意行、種種威儀」：眾生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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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也都不同的，行路的態度、威儀也不一樣。「種種衣服」：人就穿人的衣
服，畜生就穿帶皮的衣服，飛禽就穿帶羽毛的衣服，有種種的衣服。「種種飲
食」：有的畜生就吃生肉，有的就吃草，有的就吃土類，吃的東西也有種種的
不同。
「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眾生也各住各的村營、聚落、城邑、宮
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乃至於一切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
羅、緊那羅、迦樓羅，摩睺羅這種種的天龍八部，以及人和非人。「無足二
足、四足多足」：或者有的沒有足，譬如蟒蛇；有的有兩條腿；有的有四條
腿，有的有很多的腿。「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有的有形
色、有的無形色、有的有想、有的無想、有的非有想非無想，有這種種不同的
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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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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移民到極樂世界
要念到一心不亂、
要念到一心不亂、一塵不染，
一塵不染，就能帶業往生，
就能帶業往生，花開見佛。
花開見佛。
中國有這樣一句話：「家家觀世音，戶戶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和我們
特別有緣，歡迎我們到極樂世界去永住，不需要辦移民的手續。只要有
「一念真心」的證明，則一切通過，絕不會找麻煩；如果沒有「一念真
心」的證明，就不能移民到極樂世界去。
那麼，一念真心的證明怎能得到？方法非常簡單，容而易得，只要真心
誠意念「南無阿彌陀佛」或「南無觀世音菩薩」或「南無大勢至菩薩」
就可以了。因為阿彌陀佛是極樂世界的教主，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
是他左右二脅士，這是西方三聖；無論念哪一位的名號，念到一心不
亂、一塵不染的境界，就能帶業往生，花開見佛或見菩薩。
若不想移民到極樂世界去，那就不必念三聖的名號；若想移民到極樂世
界住，必須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生時可以免三災七難，死時可以往生
淨土，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我們念觀世音菩薩，念到和觀世音菩薩合而為一，分不開家，到那時
候，不想去極樂世界也辦不到。為什麼？因為根已經紮下去了，將來就
會生枝長葉，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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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大法王
末法眾生以念佛得度，
末法眾生以念佛得度，誰若想得度，
誰若想得度，誰就念佛。
誰就念佛。
為什麼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呢？因為阿彌陀佛和十方一切眾生都有大
因緣。阿彌陀佛在因地時，就是他沒有成佛以前，是一個比丘，名字叫
法藏。法藏比丘發了四十八大願，每一願都是要度眾生成佛的；其中有
一願是這樣說的：「等我成佛的時候，所有十方一切眾生，若念我的名
號，一定要成佛；如果他們不成佛，我也不成佛。」
阿彌陀佛這願力，好像吸鐵石那種吸鐵的力量，而十方所有的眾生都好
像這一塊鐵，所以把十方的眾生都吸到極樂世界去。如果吸不到呢？阿
彌陀佛也不成佛。所以我們一切眾生，若有稱阿彌陀佛這個名號的，就
都有成佛的機會。
《阿彌陀經》是佛不問自說的。為什麼不問自說呢？因為沒有人懂這個
法門，所以就沒有人問；大智舍利弗尊者雖然當機，但是也不知道怎麼
樣問。佛可以說是在忍不住之中，把這個最方便、最直接、最了當、最
省事又省錢的念佛法門告訴大家；只要每一個人能專心念佛，念得「若
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
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就來接引你。
所以這個法門是一般人所不能相信的，可是這卻是最直接、最了當的法
門；念佛法門是三根普被，利鈍兼收，不論你是聰明的人，或是愚癡的
人，一樣都可以成佛。
生到極樂世界，那是「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從蓮華化生，不像我
們人要經過胎藏，極樂世界那兒是以蓮華為胎，在蓮華裏住一個時期，
將來就成佛了。
一句彌陀萬法王 五時八教盡含藏
行人但能專持念 定入如來不動堂
「一句彌陀萬法王」，這一句彌陀，就是萬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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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時八教盡含藏」，五時是：（一）華嚴時、（二）阿含時、（三）
方等時、（四）般若時、（五）法華涅槃時。八教是：（一）藏教、
（二）通教、（三）別教、（四）圓教、（五）頓教、（六）漸教、
（七）祕密教、（八）不定教。這五時八教合起來，都在這一句彌陀裏
頭包含了。
「行人但能專持念」，我們無論哪一個人，能專心念佛，「定入如來不
動堂」，一定到常寂光淨土，到極樂世界去。
我們末法眾生就是以念佛得度，誰若想得度，誰就念佛。
少說一句話 多念一聲佛
打得念頭死 許汝法身活
我們大家不要忽略這個念佛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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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七灑淨開示
方丈和尚恆律講於 2015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晚 萬佛城大殿
師父宣公上人、各位尊敬的法師們及善知識們：首先，我們誠摯地歡迎來自遠
方的蓮友回到我們的家萬佛聖城，一起來參加慶祝阿彌陀佛聖誕法會。
時間過得很快，已經接近年底了，再過五天今天 2015 年就要進入歷史的塵埃
之中。我們在萬佛聖城一起參加為期七天的唸佛法會，來迎接這新的一年—
2016 年的到來，是一件非常吉祥的事情。
相信在未來七天之中，我們大家在道業上一定會有所進步，有所成就的，因為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也使我想到了在《華嚴經·入法界品》，文殊師
利菩薩在一開始就建議善財童子去求教的第一位善知識，就是德雲比丘。
這位德雲比丘教導善財童子的就是唸佛法門，這也包含了持名唸佛。依照清涼
國師澄觀大師的解釋，這是代表發心住的法門，也就是十住當中的第一住。這
也就是說，當我們發心修行的時候，就要時時地唸佛，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成就
圓滿的佛果。這也可以說明，唸佛法門乃是我們修學大乘佛法，必修的基礎課
程。
我們的本師釋迦摩尼佛也告訴我們：諸法皆依因緣而起，而因緣主要取決於發
心，也就是動機，修行學習佛法亦復如是。所以，《楞嚴經》告訴我們：因地
不真，果招迂曲，就是在提醒我們在修行任何的法門，都要迴光返照，問問自
己的發心如何。同樣的，我們身為唸佛人，我們也要問問自己：我，為什麼要
唸佛呢？
有人說為了要了生脫死；又有人說為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這些都是很好的答
案，但還有沒有其他的答案呢？清代的續法大師曾經提到過：唸佛有十種發
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第一種：若為五欲故而發心唸佛，是地獄法界也。這也就是上人經常講的：
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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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若為名利故而發心唸佛，是餓鬼法界也。這是說，如果為了一個好名
或是自己利益來唸佛，這種追名逐利的貪心，就會像餓鬼一樣，是永遠不會得
到滿足的。
第三種：若為眷屬故而發心唸佛，是畜生法界也。這是說，如果因為情愛而來
唸佛，這種顛倒，就會像畜生一樣的愚癡的。
第四種：若為勝他故而發心唸佛，是修羅法界也。這是說，如果是要顯現自己
比別人好，或是比別人優秀而來唸佛的話，這種鬥爭的心就會像阿修羅一樣
的。
第五種：若為怖畏惡道故而發心唸佛，是人法界也。這是說，如果因為害怕墮
落到三惡道去而來唸佛，就能避免失去人身的危險。
第六種：若為求天樂故而發心唸佛，是天法界也。這是說，如果為了追求天上
的清淨禪悅之樂而來唸佛的話，就會得到天界果報。
第七種：若為欣樂涅槃故而發心唸佛，是聲聞法界也。這是說，如果為了追求
涅槃的清淨而來唸佛的話，就會得到成為初果、二果、三果、或四果阿羅漢的
果位的果報。
第八種：若為慕無生故而發心唸佛，是緣覺法界也。這個意思是說，如果觀諸
法無生無滅之理而來唸佛，就會得到成為緣覺果報。
第九種：若為欲度他故而發心唸佛，是菩薩法界也。這是說，如果為了度化眾
生而來唸佛，就會成為菩薩的果報。
第十種：若為成佛故而發心唸佛，是佛法界也。這是說，如果為了要成佛而來
唸佛的話，就會得到成為佛的果報。所謂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必然的因果道理。所以，唸佛為了要成佛，這是最
好的結果，也是最好的答案。
為什麼呢？在《法華經》裡面講得很清楚：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
無三，除佛方便說。這段經文是說，在這世界上，唯有成佛才是最究竟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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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雖然佛也說成就阿羅漢、緣覺乃至菩薩，那只是方便度眾而說的，非究竟
的。所以，我們唸佛人，除了要信佛之外，還要學佛，更要發願要成佛！
什麼是成佛呢？簡單說，成佛就是成就佛陀的一切功德，也就是要自覺覺他，
覺行圓滿。我們若了解了這個道理，當我們在唸阿彌陀佛的時候，就會更誠
心，而且會很自然地發願，願自己能夠像阿彌陀佛一樣的清淨光明。同時，也
會很誠心地發願，自己也能夠像阿彌陀佛一樣，成就清淨、廣大、莊嚴的淨
土，來幫助眾生成佛，得到究竟的解脫。
我們若能發願成佛而來唸阿彌陀佛，我們會覺得我們的身心充滿著光明及慈
悲。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如是地唸阿彌陀佛，就能體驗到阿彌陀佛的光明與我
們自性的大光明藏，合二為一。不但如此，我們也沐浴在阿彌陀佛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大願海之中；而我們自性的慈悲，也會自然地流露出來，不會生出
疲厭。
同時，我們能夠如是地唸阿彌陀佛，就是在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和發願成就阿
彌陀佛的功德。
除此之外，唸阿彌陀佛就是要回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家，一個幫助我們成佛的
家。所以，唸阿彌陀佛是多麼殊勝和快樂的一件事，故名「極樂」。
(下期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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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共修活動行程
日期
1/9 1/16 1/23
2/6 2/13 2/20 2/27
1/23
1/30

放香

時間
10:00am~1:30 pm
11:00 am~1: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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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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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Feb Group Practice
Date

Time

1/9 1/16 1/23
2/6 2/13 2/20 2/27

10:00am~1:30 pm

1/23

11:00 am~1: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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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activity on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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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