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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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138. 摩訶疊多

火首金剛大將軍 清心止欲離紅塵
攝持正念行真法 為眾儀型善惡分

大量包容虛空藏 一切法界盡包融
天人修羅餓鬼眾 畜生地獄放淨光

140. 摩訶稅多闍婆囉

大力天將眾神兵 普賢菩薩率領行
周利槃陀前開路 智愚平等入化中

139. 摩訶帝闍

141. 摩訶跋囉槃陀囉

觀光自在白衣尊 變化無方妙神通
普度日夜不休息 惟恐有情墮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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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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3.法合（分四）
Ｋ1.正法合 Ｋ2.重徵釋 Ｋ3.反結成 Ｋ4.結示知
今Ｋ1.
生死曠野菩提樹王，
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
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而為樹根，
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
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
悲水饒益眾生，
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
悲水饒益眾生
，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
。
「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在生死曠野沙磧裏邊的這棵菩提樹王，
也就像曠野沙地裏頭的樹王一樣。菩提樹就是釋迦牟尼佛，他就在這菩提樹下
成道的。
「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這一切眾生為什麼和佛有聯帶的
關係呢？因為眾生就像這棵樹的根似的，諸佛菩薩就是樹上開的華、結的果。
「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諸佛菩薩以大悲的智慧
水，令眾生都得到好處，這樣就可以成就諸佛菩薩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智慧、華
果。

Ｋ2.重徵釋
何以故？
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
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何以故」：為什麼說眾生是樹的根，諸佛菩薩是智慧華果呢？
「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假若諸菩薩用大悲水來饒益眾生。什麼叫大
悲水呢？就是慈悲的心性，對一切眾生都有一種慈悲、憐憫的心，這就叫大悲
水。還有觀世音菩薩以及一切的菩薩，也誦〈大悲咒〉加持大悲水，來饒益眾
生。所以觀世音菩薩四十二手眼裏邊，也有楊枝手和淨瓶手。這個楊枝和淨瓶
是合用的，將楊枝伸到淨瓶裏沾上大悲水。觀音菩薩時時刻刻都誦持〈大悲
咒〉，加持這個淨水瓶裏邊的大悲水，他就用這個大悲水來饒益眾生。所以說
「瓶中甘露常遍灑」，這淨水瓶裏邊的水就叫大悲水，也叫甘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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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菩薩因為以大悲心來利益眾生，所以才
能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語，此云「無上正等正覺」。
正覺是二乘所得的果位。二乘人得到覺悟，證得聲聞或者緣覺的果位，但他這
只是自覺，沒有正等。菩薩的果位是正等正覺，正等於佛。雖然菩薩得到正等，
可是還沒有得到無上。菩薩叫有上士，佛就叫無上士，所以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就是成就佛果了。如果菩薩不利益眾生、不饒益眾生，不以大悲水來教化眾生，
始終也不會成佛的。所以怎麼才能成了佛呢？就是要利益眾生，然後自己才能
成佛，這叫自利利他。

Ｋ3.反結成
是故菩提屬於眾生，
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
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是故菩提屬於眾生」：因為這個，所以這個覺道就是從眾生那兒來的。「若
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假若沒有眾生，這一切的菩薩也不會
成佛了。為什麼呢？他沒有地方做功德了。眾生是在三寶面前來做功德，菩薩
又在眾生的面前來做功德。菩薩怎麼樣在眾生面前做功德呢？就是利益眾生，
令眾生離苦得樂，了生脫死，反迷歸覺，這就叫利益眾生。

Ｋ4.結示知
善男子！
善男子！汝於此義，
汝於此義，應如是解，
應如是解，以於眾生心平等故，
以於眾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
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
悲心隨眾生故，
則能成就供養如來。
悲心隨眾生故
，則能成就供養如來
。
「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你這位修行的善男子啊，對於這種的道理，
你應該這樣來解釋它。「以於眾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因為佛、
眾生和這個心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心、佛、眾生都是不可思議的，眾生不可
思議，佛也不可思議，心也不可思議，所以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是一體
的。你能這樣理解這個義理，才能成就圓滿大悲心。「以大悲心隨眾生故，則
能成就供養如來」：以這種大慈悲心來隨順眾生，就能成就供養如來的功德。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3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慧訊

2016

年 5/6 月

Ｇ3.總結無盡
菩薩如是隨順眾生，
菩薩如是隨順眾生，虛空界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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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隨順
無有窮盡。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
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無有窮盡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
，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
「菩薩如是隨順眾生」：行菩薩道、修行菩薩行的菩薩，就應該像這樣來隨順
眾生。「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
假設虛空界沒有了，眾生的界、眾生的業、眾生的煩惱也都沒有了，我這個隨
順眾生的願，也不會沒有的。本來法界虛空和眾生界、眾生業、眾生煩惱永遠
都不會沒有的。但假設它們都沒有了，我這個願也還是存在的。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每一念都像這樣相續，接連不斷。「身語意業，無
有疲厭」：我的身業、口業、意業永遠都要行持這種願力，依這種願力去做去，
永遠都不疲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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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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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成就自己的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就是你我眾生本來的真心，
極樂世界就是你我眾生本來的真心，一念迴光就是極樂世界。
一念迴光就是極樂世界。
我們現在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就是每一個人造就自己的極樂世界，
每一個人莊嚴自己的極樂世界，每一個人成就自己的極樂世界。這個極
樂世界並沒有十萬億佛土那麼遠，這個極樂世界也真是有十萬億國土那
麼遠；雖然有十萬億佛土那麼遠，但也沒有出你我現前這一念的心。因
為它沒有出你我現前這一念的心，所以也就沒有十萬億佛土那麼遠，也
就是在我們的心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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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和
我們眾生沒有分彼分此，所以我說這個極樂世界並不是那樣遠，我們一
念迴光知道本來是佛，本來是佛就是極樂世界。
所以你能把染污心去了，就是你的私欲雜念沒有了，沒有妒忌心、障礙
心、自私心、利己心、學菩薩利人，覺悟一切眾生，這就是極樂世界現
前了。你沒有雜念也沒有妄想，你說這不是極樂世界嗎？這若不是極樂
世界，你說這是個什麼？所以不要向外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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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善知識！你們都是有大智大慧的，都比我聰明，將來你們說法都會
比我說得更好，不過你們現在不懂中文，我介紹這個老生常談，古古老
老的，沒有什麼新奇，但是將來你們神而明之，再變化出來，那就妙不
可言了。我來給你們唱支歌：

大聖主 阿彌陀 端嚴微妙更無過
七珍池 華四色 湧金波
這大聖主是誰呢？阿彌陀，他端嚴地坐在那兒，阿彌陀佛的樣子，那可
太妙了！太好了！沒有比阿彌陀這個佛相再好的了。這個七寶的池，也
就是「七珍池」；「華四色」，池裏邊的蓮華有四色。「湧金波」，七
珍池的水和波浪都是金色。
我們這兒念「南無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的七寶池、八功德水裏
邊，就有蓮華生出來。我們念佛念得越多，蓮華就長得越大，但是它沒
有開，等到我們臨命終時，我們的自性就生到極樂世界蓮華那兒去。
所以，你若想知道你品位的高下，是從上品上生？是中品中生？是下品
下生？那就看你念佛念得多少！你念佛念得多，那蓮華就長得大；你念
佛念得少，那蓮華就小。說：「我不念呢？」你若念念佛就不念了，那
蓮華就乾了、枯了，就死了，所以這全憑你自己去爭取這個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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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月共修活動行程
時間

活動內容

5/7 5/14 5/21 5/28
6/4 6/11 6/18 6/25

10:00am~1:30 pm

念佛, 聚餐，誦楞嚴咒

5/14

11:00 am~1:00 pm

MBA Family Program

佛教會兒童班(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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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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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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Jun Group Practice
Date

Time

Activity

5/7 5/14 5/21 5/28
6/4 6/11 6/18 6/25

10:00am~1: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Recite Shurangama Mantra

5/14

11:00 am~1:00 pm

Family program

Advisor: DM Chuan Yang

MBA Family Program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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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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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babuddhistfamilyprogr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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