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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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蘇摩嚧波
愛人不親顧其仁 禮彼弗答敬未真
迴光返照求諸己 感應道交莫迷神
159. 阿唎耶多囉
日光天子照大千 四方四隅四無邊
月宮嫦娥清涼傘 二十八宿侍後前

158. 摩訶稅多
日月星宮天眾居 白衣聖者度群迷
順逆境界皆不動 摩訶般若波羅蜜
160. 摩訶婆囉阿般囉
日月星宿放霞光 豎窮橫徧難遁藏
普香天子施號令 妖魔鬼怪各遠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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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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2.別明勝果

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
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
佛授記。得授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
世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
「到已即見阿彌陀佛」：到了極樂世界見到阿彌陀佛。從我們這個世界向西方
去，經過十萬億佛土那麼多國家的這個地方，有一個極樂世界，這極樂世界的
教主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梵語，翻譯為「無量壽」，又譯為「無量光」。
因為他壽命無量，光明也無量，所 以叫無量壽、無量光佛。「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也是梵語，翻譯為「妙德」，又叫妙吉詳菩薩。「普賢菩薩」：普賢
菩薩就是本經〈普賢行願品〉的主人。「觀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
音菩薩。「彌勒菩薩」：彌勒也是梵語，翻譯為「慈氏」，又叫阿逸多。阿逸
多菩薩也就是彌勒菩薩，翻譯為「無能勝菩薩」，沒有能勝過他的。這一位菩
薩是下一位到這個娑婆世界來成佛的，是賢劫千佛中的第五尊佛。
什麼時候彌勒菩薩才來成佛呢？一般外道說彌勒菩薩就出世了，就來成佛了。
其實彌勒菩薩出世的時間還很遠很遠。現在我們這個世界是在減劫的時候，人
的壽命每一百年減去一歲，身高減去一寸，減到人的壽命只有十歲，身高只有
一尺多高。那時候的人就和現在的狗一樣高，可是小雖小，但是那個壞心卻大
了，愈小他壞得愈厲害。那時候人一出生就有婬欲的行為，就好像現在的豬、
狗似的。你看那豬、狗一出生來沒有幾天就都有婬欲心了。那時候，用一片草
葉也可以殺人，所以人人都互相殘殺。那時候的人就像螞蟻那麼多，遍地皆是。
因為人多了，所以就互相殘殺，你殺我，我殺你。就是不被殺，等到十歲也就
死了。從那個時候人壽再增加，也是每一百年壽命增一歲，身高增一寸。增到
人的壽命八萬四千歲，然後再減。減到人壽八萬歲，那時候彌勒菩薩才出世來
成佛。所以現在一般外道說彌勒菩薩就要出世了，這等於是說夢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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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有的這些菩薩色相都很端正莊嚴，功
德也具足，「所共圍繞」：就見著這些菩薩都來圍繞著自己。
「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這位曾經讀誦、受持、書寫普賢菩薩十大
願王的人，就看見自己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華裏邊。西方極樂世界只有男人
沒有女人，所有的人都是蓮華化生，不是由父母的肉體生出來的。那個蓮華一
開就現出來一尊佛，坐在蓮華裏邊，承蒙阿彌陀佛來給他授記，說他在什麼時
候成佛。「得授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
界」：得到授記之後，經過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那麼多的劫數，普遍在十方
不可說不可說那麼多的世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以智慧的力
量，順著眾生的心想來利益一切眾生。
Ｆ3.究竟成佛

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服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剎極微塵數
世界眾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
益一切眾生。
「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伏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不要多久的時間，
他很快就可以坐菩提道場，降伏一切的天魔外道而成佛，轉大法輪，說法度生。
「能令佛剎極微塵數世界眾生發菩提心」：能令諸佛國土，極微塵那麼多世界
的眾生，都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隨著眾生的根性，權巧方便
地來教化一切眾生，成熟眾生的根性。「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眾
生」：乃至於盡未來那麼多的大劫海，他都能普遍地來利益所有的一切眾生。
Ｃ3.結勸受持分（分三）
Ｄ1.結前勝德

Ｄ2.正明勸持

Ｄ3.重舉勝德

今Ｄ1.

善男子！彼諸眾生，若聞、若信此大願王，受持讀誦，廣為人說，所有功
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
「善男子」：普賢菩薩又叫一聲，修善行的男子！「彼諸眾生，若聞若信此大
願王」：所有這些聽見這十大願王，或者深信這十大願王的人。「受持讀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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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4 月

廣為人說」：他自己能受之於心，持之於身，又能對著本子來讀，或合起本子
背誦，來廣為他人講說這十大願王。「所有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他
所有的功德，除了佛能知道這功德有多大之外，其他任何的菩薩、羅漢，都不
能知道他的功德有多大。
Ｄ2.正明勸持

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
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
「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因為這個，所以你們一切聽見普賢菩薩
十大願王的人，切記不要生出一種疑惑的心，因為
修道之人心莫疑，疑心若起便途迷。
修道的人對佛所說的法不可生疑惑心，你若有疑惑心就會誤入歧途，就得不到
好處了。「應當諦受」：應當實實在在來受持這十大願王。「受已能讀」：你
接受了這個道理，然後對著本子來讀這十大願王。「讀已能誦」：久而久之，
就能離開經本來背誦。「誦已能持」：你能以背誦了，再常常來受持這十大願
王。「乃至書寫，廣為人說」：乃至於用筆來書寫，又常常給別人講說這十大
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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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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進入第二單元---佛七開示錦集）/ 1972.12.08~12.14
1. 口念心念打成一片

只要你肯誠心念，不費錢、不費力便可得無量壽、無量光。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金山禪寺佛七

阿彌陀佛大法王

菩薩親接往西方

朝夜持名專誠念

時刻觀想善思量

一心不亂成三昧

萬物皆空入蓮邦

頓悟無生佛身現

妙覺果位自承當

這八句是讚歎阿彌陀佛為大法王；「阿彌陀」是梵語，中譯為「無量光、
無量壽」。壽無量，就是福無量；光無量，就是慧無量。阿彌陀佛已得
福慧雙圓，因為佛具足慈悲喜捨、不自私，所以自己獲得了福慧，也想
令一切眾生都獲得福慧。所以發弘願說：「一切眾生，誰肯念佛，便可
成佛。」這「阿彌陀佛」四字，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就稱為佛法中的大
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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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念「阿彌陀佛」的人，是具有很大的善根，不是任何人都會念的。只
要你肯誠心念，不費錢、不費力便可得無量壽、無量光。或者有人說﹕
「這豈不是太便宜了？」這是因為當初阿彌陀佛修道的時候，曾經修種
種的法門，經過千辛萬苦都不能成功，所以發四十八大弘誓願，只要眾
生肯念他的名字，就決定能往生到他的國土中，而成正覺，要不然他自
己也不成正覺。所以，我們如果一發願要念佛，就有一個電波好像雷達
一樣，傳到阿彌陀佛的國土；等到臨命終時， 「 菩薩親接往西方」，
菩薩就會親自來接引我們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朝夜持名專誠念」，「朝夜」就是時刻，也是動靜；即動中念至靜，
靜中念至動，亦即非動非靜，這樣才有感應，證明打給阿彌陀佛的電報
已打通了。能這樣專心持念，朝夜不停，念到行不知行、臥不知臥、饑
渴不知饑渴、冷熱不知冷熱，人亦空，法亦空，便與阿彌陀佛打成一片；
阿彌陀佛即我，我即阿彌陀佛，兩者不能分開，故名「專誠」。也就是
沒有一切雜念，不聞世事，不管俗務，時不知時，日不知日，便臻妙境。

或者有人又說﹕「豈不成為愚癡之人？」實在是要養成你成為愚癡之人。
所謂：「養成大拙方為巧 學到如愚始見奇。」孔子也說﹕「吾與顏回終
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講到這裏，想起我年輕的時候，讀書非常地笨，讀來讀去也背誦不起來；
等到背熟了，一到老師面前，又背誦不出來。後來忽然靈通了，可以過
目成誦，在一小時內可做完同學五天的功課，所以生了驕傲貢高的心。
老師當時對我說﹕「想不到你這樣笨的人，現在變成這樣聰明，就像顏
回一樣。」我聽了之後，不覺凜然，恐怕自己和顏回一樣短命，所以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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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放下貢高之心，抱定宗旨不妒忌人，希望人人都比我好、比我能幹，
我才高興，因此自命名「如愚子」。

「時刻觀想善思量」，時時刻刻觀想阿彌陀佛的相貌光明，不要放鬆。

「一心不亂成三昧」，時刻思量阿彌陀佛的善境界，不要想俗事俗務，
要一心不亂，即入禪定。「萬物皆空入蓮邦」，什麼憂愁煩惱都消除，
而入蓮華鄉。

「頓悟無生佛身現」，頓悟無生法忍，也就是能明白自己本來面目。
「妙覺果位自承當」，「妙覺」就是佛，也就是得到佛的果位，不是說
你想成佛就是佛，是應該靠努力修成果位的。

能念到一心不亂，萬物皆空，就能放下一切，而得到自在、清淨，所以
念佛法門是妙不可言。念佛念到有功夫時，口就不會覺得乾，反而常常
覺得如飲甘露水。但你不要執著，一執著就有貪心 －－貪飲甘露水之心；
貪心一生，佳境就沒有了。有時你念佛也會見光、見佛、見蓮華等境界，
但是不要貪著，你要是一貪著，一生起歡喜心，這個佳境就不現了。

今天是頭一天，所以還有很多機會能一心不亂而得到佳境。可是千萬不
可懶惰，不要等待，以為還有很多時間，慢慢來，不急；這是不可以的！
必須時刻關注，不要荒廢時間，口念心念打成一片，到晚間 「大回向」
時，更要萬分誠心，希望在打七期間能得收穫。否則，讓時間空過，豈
不太辛苦、太可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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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平衡表 / 2016 Balance sheet
Midwest Buddhist Association December

銀行存款
Bank-deposits:

道場基金
$ 107,392.94

Bodhimanda
Fund:

$ 134,475.36

前期損益
Saving:

$ 142,198.45

•

費用
cost:

$ 10,084.25

•

previous profit and
loss:
一般收入

$ 43,734.28

general income:

$ 80,791.00

會費收入
membership
income:

$ 675.00

合計
Total: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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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west Buddhist Association December
費用明細 schedule of fees
供養佛寺及師傅

provide for temples & masters

$ 2,400.00

師傅們法會機票

maters’ plane tickets for Dharma
Assembly

$ 1,220.96

道場房屋險

Bodhimanda Insurance

$ 1,342.68

草地維修及除雪

Mowing & Shoveling snow

$ 1,287.31

電費

Electricity bill

$ 1,102.24

救災

Disaster Relief

$ 1,000.00

房屋維修

Boahimanda updates

$ 818.80

水費

Water

$ 314.27

香積

Incense

$ 214.76

電話&WiFi

Telephone & WIFI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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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

Microwave

$ 148.90

銀行手續費

bank services fee

$ 47.62

合計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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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月共修活動行程

3/4 3/11 3/18 3/25
4/1 4/8 4/15 4/22

時間

活動內容

10:00am~1:30 pm

念佛, 聚餐

提醒：每週六下午讀誦楞嚴咒時从 1 月份已經取消。
兒童班从 2016 年 9 月已经取消。
4/29 放香

發行人﹕佛教會理事會
聯絡人: 黃美秀師姐
(626-27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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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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April Group Practice
Date

3/4 3/11 3/18 3/25
4/1 4/8 4/15 4/22

Time

Activity

10:00am~1: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Notation：Recite Shurangama Mantra every Saturday afternoon Canceled from now on
MBA Family Program Canceled since September 2016
No activity on 4/29.

Issuer: MBA Committee
Contact: Mei Xiu Huang
(626-27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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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