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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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2.偈頌（分二）
Ｃ1.標頌

Ｃ2.正頌

今Ｃ1.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欲重宣此義，普觀十方而說偈言。
「爾時，普賢菩薩菩薩摩訶薩，欲重宣此義」：當爾之時，這位普賢大菩薩願
意把這個意思再說明顯一點。「普觀十方，而說偈言」：他就普遍地觀察十方
眾生的根性和因緣，而說出偈頌來。你看，普賢菩薩對我們多慈悲，唯恐我們
還不明白經文中的道理，所以再用偈頌來說明一次。
Ｃ2.正頌（分三）
Ｄ1.頌前正示普因
Ｅ1.別頌十門

Ｄ2.頌顯經勝德

Ｅ2.總頌無盡

Ｄ3.頌結勸受持

Ｄ1.（分二）

Ｅ1.（分八）

Ｆ1.頌禮敬諸佛

Ｆ2.頌稱讚如來

Ｆ3.頌廣修供養

Ｆ4.頌懺悔業障

Ｆ5.頌隨喜功德

Ｆ6.頌請轉法輪

Ｆ7.頌請佛住世

Ｆ8.合頌後三願

今Ｆ1.

所有十方世界中
我以清淨身語意
普賢行願威神力
一身復現剎塵身

三世一切人師子
一切遍禮盡無餘
普現一切如來前
一一遍禮剎塵佛

這是說的禮敬諸佛。
「所有十方世界中」：十方就是東、西、南、北；再加東南、西南、東北、西
北，謂之八方；再加上方、下方，總起來就叫十方。寺廟又叫十方常住，就是
說從十方來的僧人都可以在這兒住。怎麼還有僧人是從上方、下方來的呢？因
為在這些僧人裏邊有很多的賢聖僧。賢聖僧就是證果的聖人，有證初果、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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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四果的阿羅漢，或者有菩薩都不一定的。證果的聖人可以從上方來，也
可以從下方來，佛也是住於十方，所以寺廟又叫十方常住，就是招待十方的僧
人。
在一百個和尚裏邊一定有一個真正修道的人，在一千個和尚裏邊一定有一個證
果的阿羅漢。在大叢林的廟上，出家人過堂吃齋的時候，有時有幾百個或幾千
個也不一定。若有三千個和尚，就會有三個阿羅漢在裏邊，不過你不知道是哪
三個而已。阿羅漢也不會故意叫你認識他，他有種種不同的形相，或者現一個
大威德身，看著有威可畏，有德可敬；或者他就現出一個最愚癡的樣子，看起
來又愚癡又邋遢，你一看就夠了，誰不知他就是阿羅漢。所以這個阿羅漢，對
著面你不會認識他，等走過去了，你想起來他是阿羅漢，但再找就找不著了。
不單阿羅漢是這樣子，菩薩也是這樣子。所以說：「對面不識觀世音」，對著
面你不認得這就是觀世音菩薩。
中國的天臺山有個國清寺，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太守（好像現在的縣長），有
一次他和國清寺的方丈豐干和尚談話，說：「古來菩薩常顯聖到人間來，羅漢
也常常到人間來。現在這麼多和尚，我也沒有看見一個羅漢，也沒有看見一個
菩薩。」豐干和尚說：「你想見菩薩和阿羅漢嗎？那很容易，我們廟上後邊廚
房裏有一個煮飯的就是文殊菩薩，那個燒水的就是普賢菩薩。」太守就問說：
「他們兩個叫什麼名字呢？」「一個叫寒山，一個叫拾得。」太守就說：「那
我見一見去囉！」「可以的，你歡喜見就去見去。」
這個太守就到廚房去問人：「誰叫寒山、拾得？」就有幾個和尚用手一指，說：
「他們兩個就是了。」太守一看，這兩個人相貌長得特別醜陋，頭髮長長的，
鬍子也不剃，簡直就和現在的嬉皮差不多。但是現在的嬉皮都有魔鬼跟著，身
上都有股黑氣，這兩位菩薩身上是放金光的。你若得天眼通，就能看見現在的
嬉皮中，魔氣越大的黑氣就越盛，後邊都有個魔鬼跟著他。沒有得天眼通的當
然就不知道了，但是你也可以有一點覺察，那些有魔鬼跟著的嬉皮都有一股臭
味，臭不可聞，很臭很臭的。他自己不覺得，但是其他人如果不是嬉皮的，就
可以覺察得到。
這個太守雖然看他們兩個這麼污濁邋遢，但是因為他信方丈和尚，方丈和尚說
他們兩個是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所以他就向這兩個人跪下叩頭。這兩個人說：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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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幹什麼？你給我們叩頭作什麼？」太守說：「方丈和尚說你們兩個，一個
是文殊菩薩，一個是普賢菩薩。請你們兩位慈悲，度一度我囉！」這兩個人一
聽，說：「豐干饒舌！他真多事，亂講話。」於是兩個人就往後退，這個太守
就往前追。他們兩個一直遁，遁到天臺山月光巖的石壁那邊。
這個太守親眼瞅著寒山、拾得遁到石頭裏頭去了。原來那石壁上有個門，門一
開，他們兩個人就進去了。那個門馬上又要關上了，太守想跟進去也來不及，
就急得大聲說：「你要度度弟子啊！你發慈悲啦！」
寒山、拾得就說：「彌陀不拜，你來追我門做什麼？」太守說：「誰是彌陀？」
寒山、拾得說：「豐干和尚就是阿彌陀佛化身到這個世界來教化眾生的，你怎
麼不拜他去？你來追我們做什麼？」太守一聽，說：「哦，方丈和尚原來是阿
彌陀佛化身哪！」說完石壁的門就關上了，他也進不去了。於是他又回去見方
丈和尚，想求方丈和尚度他。但到方丈裏一看，方丈和尚也圓寂了，坐那個地
方就往生了，這真是對面錯過。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走了，阿彌陀佛也圓寂了。
但幸虧他還很用功修行，聽說以後也修得還不錯。
「三世一切人師子」：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一切人中的師子，也就是三世一
切諸佛。「我以清淨身語意」：我都用我最清淨、最誠懇的身語意三業。「一
切遍禮盡無餘」：來禮敬這一切的諸佛，沒有任何遺漏的。
「普賢行願威神力」：這不是我一個人能有這個力量，來遍禮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我是以修普賢行願的這種大威神的力量。「普現一切如來前」：普遍地現
到一切如來的面前，來普禮一切的如來。所以我現在雖然是禮一佛，也就是禮
一切的如來。
「一身復現剎塵身」：我這個一個身，又現出微塵剎土那麼多的身，「一一遍
禮剎塵佛」：每一個身又都遍禮剎塵數那麼多的佛。這完全是普賢菩薩幫助我，
我才有這種的境界，拜一佛就是拜無量諸佛，拜無量諸佛也就是拜一佛。你能
修這種法界觀，你一個人就能遍禮一切佛。你在這兒叩頭，也就是在十方三世
一切佛的面前都叩頭呢！這也就好像無間地獄的無間似的，可是這個不是地獄
無間，這是法界無間、修法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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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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第二單元---佛七開示錦集）/ 1972.12.08~12.14
3. 放下染緣即佛緣

精誠前進，實行三不退，共同努力把佛號念到充滿大千世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

青黃赤白妙蓮華
我輩真誠念聖號
七日摩頂授佛記
切望諸賢更努力

朵朵霞光照美加
佛陀接引菩提薩
百劫業障盡消化
西方極樂是君家

「青黃赤白妙蓮華」，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華，能放青黃赤白等光彩。我
們每個人念佛，每個人就現出一朵蓮華來，發心大的，現大的蓮華；發
心小的，現小的蓮華。這朵蓮華，隨各人的心量而有大有小，能放各種
顏色的妙光。
「朵朵霞光照美加」，我們現在有這麼多人來念佛，這佛堂就充滿無量
的妙光，好像七寶一樣，光耀莊嚴而變成極樂世界；同時這種霞光，不
只是照耀加州，也照耀整個美國。
「我輩真誠念聖號」，我們大家真誠念萬德洪名聖號，不是單單為我們
自己的利益，實際上也為整個世界祈禱真正和平，沒有災難、沒有戰爭。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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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接引菩提薩」，所以雖然是念佛，也是在發大悲心，行菩薩道呢！
要是能這樣真誠來念佛，那麼阿彌陀佛一定是親手來接引你，「七日摩
頂授佛記」，將來生到極樂世界去，並且親自為你摩頂授記。
「百劫業障亦消除」，或者有人說：「我已念很多佛號，為什麼仍未消
除業障，獲得開悟呢？」你怎能知道你有多少業障呢？從無始以來，千
萬億劫的業障怎能一旦消除呢？所以不要放鬆，要萬分真誠，好像水已
結冰，太陽一照，也會慢慢融化成水；像北極的冰洋，就是譬喻業障太
重，或不誠心，雖然太陽高照，也不能融化。
「切望諸賢更努力」，我很懇切地希望各位賢者，應精誠前進，實行三
不退，大家共同努力把佛號念到充滿大千世界，把一切天魔外道都嚇退，
一切病魔煩惱皆獲得佛的感應加持而消除。這樣便能清淨自在，回到自
己的極樂世界，不再像遊子一樣，東跑西逃，忘了自己的家。或者說：
「我沒有忘記我的家，我家在某處某地」，這個五濁惡世的家不是永遠
的，是會敗壞的； 「西方極樂是君家」，你真正永遠的家，是在極樂世
界。
講開示不容易，講了反而掀起你們的妄想；現在有幾個人打這樣的妄想：
「究竟師父認不認為我是誠心呢？」
我現在答覆你：「問你自己是不是誠心更好，何必問師父呢？」我以前
常常告訴你們，你們有什麼妄想，我這裏隨時都有雷達傳真，傳得很清
楚的，所以你們的一舉一動，我都曉得。好像果速剛來的時候，有很多
的妄想，又怕我知道，所以很怕看見我；我只好叫他當廚子煮飯給大家
吃，這是他的如是因、如是果。
在《金剛菩提海》雜誌第四卷有「天魔羅網監獄」，我想你們已經看過。
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個難以相信的消息：
在香港，有一個出家弟子，初時心常不定，所以鼓勵他多修禪定；他很
聽話，漸漸能得禪定三昧力，並且在二年內能背誦《楞嚴經》，三年內
能背誦《妙法蓮華經》。大約經過十二年，他知道還有一個月便會開悟，
但就在這短短的一個月之內，他得一場怪病，並知道已被三個魔王所困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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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所以打長途電話要求我回去。我想何必花費數百元買飛機票，所以
只在佛堂和弟子們一起回向，祝他早日痊癒。果然不久，他的怪病就好
了，而我們這羅網監獄又多了三個香港魔。這件事，你們相信也好，不
信也好，任從尊便，只是順便講給你們聽。
現在把妄念收起來，一心念佛，求得到念佛三昧；見到什麼境界，若明
白，則自己知道；若不明白，可以來問我，時間在下午二點到五點；其
他時間我不答覆，因為我也很忙的，忙些什麼呢？忙著看看世間一切變
化，也很有意思的，同時也更堅定地知道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是不
會地震的。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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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共修活動行程
日期
7/8 7/15 7/22
（7/26 ~ 8/3）
8/5 8/12 8/19 8/26

時間

活動內容

10:00am~1:30 pm

念佛, 聚餐
* 7/26 ~ 8/3 地藏法会（具体
行程请下载法会行程表）

提醒：本來 7/30 放香，由於地藏法會是 7/26~8/3，所以在此期間我們就不放香，大家來一起
參加地藏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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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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Aug Group Practice
Date

Time

Activity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7/8 7/15 7/22
（7/26 ~ 8/3）
8/5 8/12 8/19 8/26

10:00am~1:30 pm

* 7/26 ~ 8/3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Dharma assembly （check the
Event Agenda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

Notation： Because of the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Dharma assembly will be held on 7/26~8/3, so we
will have active at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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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