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慧

慧 訊

2016 年 7/8 月

⊚ 慧 訊⊚

2016 年 7/8 月

訊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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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10.普皆回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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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普皆迴向者。
言普皆迴向者。
普賢菩薩說，善男子！我再給你說一遍什麼叫「普皆迴向」？我現在給你講一
講。
Ｇ2.釋相（分三）
Ｈ1.回自向他 Ｈ2.回事向理 Ｈ3.回因向果
今Ｈ1.

從初禮拜，
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
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
皆悉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
從第一個願禮敬諸佛，乃至到第九個願恆順眾生，在這期間所修的這些種種的
行門，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可是這些功德是不是我自己留著用呢？不是的。所
有的這些功德，我都迴向、布施出去。給誰呢？給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的眾
生。
Ｈ2.回事向理

願令眾生，
願令眾生，常得安樂，
常得安樂，無諸病苦；
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
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
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
閉一切諸惡趣門，
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
開示人天涅槃正路。
「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願意以此功德，使令一切眾生，時時刻
刻都得到安樂、利益，所有一切的病苦都沒有了。「欲行惡法，皆悉不成」：
假設眾生想要行惡法，這個惡法都不會成就；「所修善業，皆速成就」：若修
善業、做好的事情都會很快、很快就成就了。
「關閉一切諸惡趣門」：我發願把我的功德，迴向給一切眾生，把地獄、餓
鬼、畜生、阿修羅這一切惡趣的門都關上，令眾生不墮地獄，不轉餓鬼，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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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不做阿修羅。「開示人天涅槃正路」：把人天涅槃的正路顯示出來，就
是對人說明白怎麼去做人，怎麼升到天上。你若想做人就要受持五戒；你若想
生天就要持五戒行十善；你若想得到涅槃的正路就要修四諦、十二因緣、六度
萬行、普行菩薩道，就可以得到「常樂我淨」的涅槃境界。
Ｈ3.回因向果

若諸眾生，
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
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
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
我皆代受；令彼眾生，
令彼眾生，悉
得解脫，
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假設有的
眾生因為積聚很多複雜的惡業，這一切眾生所應該受的極重的苦果，我都代替
他們來受。你看，普賢菩薩發的這個願多慈悲！我們聽見菩薩發的這種願若再
不修行啊，那真是再愚癡不過了！普賢菩薩發願代我們受苦，我們現在沒有多
少苦，就因為普賢菩薩給我們代受了很多。可是普賢菩薩也不會告訴你，說：
「我替你受了多少苦，或者是一天的苦、一年的苦、一生的苦，我替你代受
了，你現在要謝謝我，請我吃一頓飯或者飲一杯茶。」他也不叫你謝謝他，也
不叫你請客。我們聽經聽到這個地方，應該痛哭流涕來感謝普賢菩薩啊！
「令彼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令所有一切的眾生都無拘無束、
無罣無礙，沒有苦果來障礙他門，都得到解脫，究竟成就無上的正等正覺。
Ｇ3.總結無盡

菩薩如是所修迴向，
菩薩如是所修迴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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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迴向
無有窮盡。
無有窮盡。念念相續，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
無有間斷，身語意業，
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無有疲厭。
「菩薩如是所修迴向」：菩薩就像這樣，把自己所有的功德全都迴向給眾生，
這是菩薩應該做的事情。菩薩就是利益人的，不是專門利益自己，所以他所有
的功德自己都不要，而迴向給法界一切眾生。「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
盡，眾生煩惱盡，我此迴向無有窮盡」：虛空界假如有窮盡，眾生的界、眾生
的業力、眾生的煩惱也都假設會窮盡，而我這個迴向的願力永遠永遠也都不會
窮盡的。虛空本來不會窮盡，眾生也不會有窮盡，眾生的業、眾生的煩惱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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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窮盡，但假設這種種不能窮盡的都窮盡、沒有了，我這個迴向的願王也不會
有窮盡的。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就好像人的念力似的，一念接一念，永遠不會間
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我身也修這十種的願，口也修這十種的願，意
念裏也修這十種的願，永遠都不會覺得辛苦、疲倦。我永遠都不休息，晝夜精
進地行這十種願王的法門。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若以這十種的願力來和虛空爭長短，
虛空就是沒有了，他這個願力也不會沒有的。
這十種願王不是單單只有普賢菩薩修持而已，若是單單他自己修這十種願王，
普賢菩薩就不會在《華嚴經》上發表這十種願王。他說出這十種願王，就是要
令我們一切眾生也都遵照這十種的願王去修行，發這種等於虛空法界那麼廣大
的心，把自己所有的功德都迴向給法界眾生。所有眾生的願和普賢菩薩的願合
成一個，也就是說所有的眾生都是普賢菩薩，所有的普賢菩薩又來教化眾生。
你依照普賢菩薩這十大願王去修行，你就是普賢菩薩；我依照這十大願王去修
行，我就是普賢菩薩。所謂「普者遍也，賢者賢聖也」，普賢就是普遍法界，
一切眾生都成為聖人、賢人。所以普賢菩薩這十大願王，不是只給普賢菩薩預
備的，也是給我們一切眾生預備的。普賢菩薩恐怕我們眾生不明白怎麼樣修
行，所以就發大慈悲心發明這十大願王，叫我們依照這種的大願來修行。所以
你聽了這十大願王之後，不要以為這十大願是普賢王菩薩的事情，不是你的事
情，這就錯了！我們聽見這種十大願王的修行方法，也都應該發這種的願，去
依法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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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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你念佛念得沒有其他妄想雜念，
你念佛念得沒有其他妄想雜念，這就得到念佛的定、
這就得到念佛的定、念佛的受用。
念佛的受用。
心清水現月 意定天無雲
你念到這一種念佛三昧的時候，你聽這颳風也是「南無阿彌陀佛」的聲
音；你聽這下雨，也是「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你聽見一切的聲音，
都是在那兒念佛呢！所謂「水流風動演摩訶」，水流的聲音也是 「南無
阿彌陀佛」，風動的聲音也是「南無阿彌陀佛」，水流風動統統都是念
「南無阿彌陀佛」了。所以蘇東坡說：「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
淨身」，溪水流的聲音，都是佛的廣長舌相來演說妙法；這個山呀、色
呀，也都是如來的清淨法身，這就是得到念佛的三昧。
我以前寫過這麼一首偈頌：
念佛能念無間斷
雜念不生得三昧
終日厭煩娑婆苦
求生極樂意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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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是「念佛能念無間斷」，你念佛念得無間斷，一天到晚都是念佛的
聲音，沒有停止的時候。「口念彌陀打成片」，口裏念著「南無阿彌陀
佛」，常常這麼念，打成一片。
「雜念不生得三昧」，你沒有其他的妄想雜念，這就得到念佛的定，念
佛的這個受用。「往生淨土定有盼」，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這個希
望，一定會達到的。
「終日厭煩娑婆苦」，一天到晚就討厭這個娑婆太痛苦了。「纔將紅塵
心念斷」，因為你知道這娑婆世界是苦，所以把一切塵世間的快樂都斷
了，這種念都斷了，也沒有婬欲心，也沒有好好的心，也沒有爭名的
心，也沒有奪利的心，把這個世界的外緣都放下了，看這一切就知道它
是假的，所以把這紅塵心念斷了。
「求生極樂意念重」，求生極樂世界這個意念非常的殷重！「放下染念
歸淨念」，放下這染污的念頭，就是得到清淨的念了。
這首偈頌，是說明念佛的這種道理；這八句偈頌雖然聽得很淺顯，但是
你細玩其味，對於念佛法門是很有幫助的。
打佛七，天天念佛，這叫做什麼呢？這叫種「佛的種子」。你念一句
佛，就種下一個佛種；念十句佛，就種下十個佛種。我們天天念百千萬
聲佛，就種百千萬這麼多佛的種子；你把這種子種下去，將來一定會發
芽的。你也不要管你念佛是散心念，是定心念。
有這麼兩句話說得很好，說：
清珠投於濁水
念佛入於亂心

濁水不得不清
亂心不得不佛

「清珠投於濁水」，有一種清水珠，往水裏一放，「濁水不得不清」，
無論怎樣混濁的水，也都會清淨了，澄清了。念佛這個佛號，也就好像
清水珠，放到水裏，水也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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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入於亂心」，我們這個心本來都是亂糟糟的，妄想紛飛，不知有
多少，不是這個妄想生出，就是那個妄想來了；這個走了，那個來了；
那個走了，另一個又來了，妄想好像海裏頭的波浪一樣，沒有停息的時
候。那麼這個佛號入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你這個亂心也就變成
佛心了；因為你念一聲佛，你心裏就有一個佛，你念十聲，就有十個
佛，念百聲、千聲、萬聲，念得越多，這佛就越多。你念一聲「南無阿
彌陀佛」，心裏就有一個佛念；你念佛，佛也念你，也就好像無線電，
你這一念阿彌陀佛，那無線電就被收音機收去了，有一種感應道交。
由這兩句話看來，我們念佛人種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議；你在念佛，就
不打其他的妄想；不打其他的妄想，這就是你自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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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通知
各位同修，阿彌陀佛！
8 月 10 日至 8 月 15 日，萬佛聖城的近佛法師等將駐錫明州弘法。具體法會行程請
等待進一步通知，歡迎各位同修隨喜參加。
如有疑問，請與張煒聯絡: (612) 351-2347，或電郵 zhangweithu@gmail.com。
法會地點：佛教會圖書館(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歡迎大家發心供養 8/11-8/12 午齋，也歡迎大家發心為法師接機。有意者請到佛教會圖書
館報名，或在線填寫：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v9yXxjYFq41uruCL5oN1WGyBAn_OXO93gTRbb
nLlQU/edit#gid=0

Dear Friends,
Dharma Masters from the 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 will be visiting
Minnesota Buddhist Association from August 10 to August 15. Please wait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s regarding the detailed schedule. Welcome to join us in
the dharma joy!
For
any
questions,
or zhangweithu@gmail.com

contact Wei

please

Zhang by (612)

351-2347,

Event Address: MBA Library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You are welcome to offer lunch during 8/11-8/12, and offer ride to take the master
from/to the airport. Please sign up at MBA Library or online at: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v9yXxjYFq41uruCL5oN1WGyBAn_OXO93gTRbb
nLlQU/edit#g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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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共修活動行程

7/2 7/9 7/16 7/23
8/6 8/20 8/27

8/10 ~ 8/15

時間

活動內容

10:00am~1:30 pm

念佛, 聚餐，誦楞嚴咒

見法會通知

法會（第 8 頁）

7/30 放香
兒童班已取消。

發行人﹕
發行人﹕佛教會理事會
聯絡人:
聯絡人 張煒
(612-351-2347)
佛教會網址:
佛教會網址
http://www.amtb-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活動地點:
圖書館)
活動地點 佛教會文物流通處 (圖書館
圖書館
地址:
地址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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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August Group Practice
Date

Time

Activity

7/2 7/9 7/16 7/23
8/6 8/20 8/27

10:00am~1: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Recite Shurangama Mantra

8/10 ~ 8/15

See dharma event
notification

Dharma Event （page 8）

No activity on 7/30.
MBA Family Program Cance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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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