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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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跢他伽多耶
稱讚如來禮門人 廣修供養徧剎塵
懺悔業障恒精進 隨喜功德更殷勤

075.南無婆伽婆帝
具一切智圓滿覺 出廣長舌破迷倒
說誠實言醒聾瞶 依教奉行知多少

076.三補師毖多
普徧一切殊勝光 上至有頂下無鄉
蠢動含靈均蒙度 發菩提心建道場

077.薩憐捺囉剌闍耶
南無娑羅樹王佛 堅固精專立功德
六度萬行圓滿日 能使死者變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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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淺釋
宣化上人講述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壹、前言
相信這一部《華嚴經》，是在美國第一次講，各位也是第一次聽。現在限於時間的關係，不能詳
細講。為什麼？如果要詳細講的話，六個禮拜恐怕連一個題目都講不完，所以現在就簡單一點
講，先講一講這部經的來源。
這一部《華嚴經》，在佛經裏邊是經中之王，也是王中之王。《妙法蓮華經》也是經中之王，可
是不能稱為王中之王；這部《大方廣佛華嚴經》卻是王中之王，是佛所說的大乘經典裏邊是最長
的，可是說的時間並不太長，釋迦牟尼佛只僅僅用了二十一天來說這部大華嚴。
這部經有八十一卷，也有四十卷，也有六十卷，但都是不太全。這八十一卷也不全，不過已經具
足序分、正宗分、流通分。
釋迦牟尼佛說完了《華嚴經》後，這一部經並沒有留傳到世上，就是印度也沒有這部經。被誰請
去了 呢？被龍王請到龍宮去供養，天天叩拜這部經典。在釋迦牟尼佛入涅槃六百年之後，有一位
龍樹菩薩，聰明到絕頂，再沒有人比他聰明的了。他把世間所有一切的文 章、論議、經典統統都
讀完了，所以發心要到龍宮裏去看藏經。他在龍宮裏看見了這部《華嚴經》。《華嚴經》有上、
中、下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你看有多少！一個世界的微塵已經就無量無邊
了，大千世界的微塵就更多了。
怎麼叫大千世界呢？一個須彌山、一個日、一個月，這是一個世界。積聚一千個須彌山、一千個
日、 一千個月，這是一個小千世界。再積聚一千個小千世界，這算一個中千世界。再集合一千個
中千世界，這叫一個大千世界。一個大千世界裏邊的微塵已經就數不過來了，現在是十三千大千
世界微塵數那麼多的偈頌，那就更數不完了。
《華嚴經》上本有多少品呢？有一四天下微塵數品。所謂「一四天下」，「一」就是一個須彌
山， 「四」就是四大部洲（東勝神洲、南贍部洲、西牛賀洲、北俱盧洲），這叫一四天下。一四
天下微塵數那麼多的品，你說這有多少？我也算不過來。中本有四十九萬 八千八百偈，有一千二
百品那麼多。下本有十萬偈頌，四十八品。這位龍樹菩薩的記憶力非常好，他把下本記到心裏，
回到印度後，才把它寫出來，以後又由印度傳到中國。傳到中國的有八十卷，三十九品，還有九
品沒有傳到中國。
釋迦牟尼佛分別在七個地方，一共是九次法會講了這一部《華嚴經》。你如果能把這部《華嚴
經》明白了，就是得到佛的全身了；你若明白《楞嚴經》，就是明白佛的頂；你明白《法華
經》，就是明白佛的身。但這還是都不完全，你若能明白《華嚴經》的道理，那就把佛的全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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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命都明白了。這《華嚴經》就比如大海，其餘的經就如小小的河流一樣，小小的河流和大海是
不能比的。現在這個世界上，能講《華嚴經》的不能說是沒有，但是少之又少。如果說沒有，我
們現在這不講了嘛？怎麼可以說是沒有呢！甚至於，有人學佛法學了一生，連《華嚴經》的經名
都沒有聽過，你說這是多麼可悲！這一部《華嚴經》不要說是講，就是這麼念過去，也很少人能
把它念完一遍。念一遍最快也得要二十一天，所以這一部經是難遭難遇的。
這部經的七處九會，有一首偈頌這麼說：
菩提場出九逝多，三四忉利及夜摩，
普光明殿二七八，他化兜率五六過。
佛最初在菩提場成道，就是在菩提樹下說《華嚴經》六品十一卷；第二會在普光明殿，說了六品
四卷；第三會在忉利天，說了六品三卷；第四會在夜摩天，說了四品三卷；第五會在兜率天，說
了三品十二卷；第六會在他化天，說了一品六卷；第七會又在普光明殿，說了十一品十三卷；第
八會也是在普光明殿，說了一品七卷；第九會是在逝多林，說了一品二十一卷。逝多林，就是現
在所謂的墳場，是埋死人骨頭的地方。這是說的下本的七處九會。
這下本前邊的三十九品、四十四萬五千偈，後來傳到了中國，還有九品、五萬五千偈沒有傳到中
國。這部經雖然不足，但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已經都全備了，所以在中國唐朝清涼國師弘揚
《華嚴經》時，認為這部經已經可以作為全經了。
這位清涼國師就是華嚴菩薩的化身，怎麼說他是華嚴菩薩化身呢？因為他就專門講《華嚴經》，
不講旁的經。清涼國師，名澄觀，字大休，會稽人，俗姓夏侯氏，生在唐玄宗開元戊寅年。他的
身高有九尺四寸，兩隻手長過膝蓋，有四十顆牙。我們一般人的牙只有三十幾顆，有四十顆牙的
這就出貴人，這是很少的。佛就有四十二顆牙，這位清涼國師有四十顆牙。他的眼睛在晚間看起
來有光的，眼睛放光，白天的時候就和普通人一樣，但他那眼睛總是定定的不動。他在建中四年
時，寫了一部《華嚴疏鈔》；這部《疏鈔》，是《華嚴經》補註中最有名的。
在沒有寫《疏鈔》以前，他就先求華嚴海會菩薩加被。加被，就是幫他忙。有一天晚間，他就作
一個夢，看見山峰都變成金色的。等夢醒了，他知道這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從此之後，他寫《華
嚴疏鈔》就這麼順著筆寫，也不加思索。我們一般人寫文章，差不多都要 想一想、寫一句，想一
想、寫一句。他不需要想，就像抄東西那麼快。經過四年的時間，就把《華嚴經》註成了。書寫
完成之後，他又作了一個夢。這個也不一定是夢，不過他就有這麼一個境界，也可以說是夢。他
夢見自己變成一條龍，由他這一條龍又變出千千萬萬、無量無邊這麼多的龍，飛到其他的世界
去。這就是看到華嚴的境界了，一般人就說這是表示流通的意思。
清涼國師身歷九朝，為七帝門師。他一生經過隋、唐九個朝代，做七個皇帝的師父。他圓寂之
後，有一個印度和尚到中國來，在半路上就遇著兩位青衣童子。這和尚是個證果的阿羅漢，就把
這兩位青衣童子在虛空中給留下來，問說：「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啊？」青衣童子說：「我們到中
國去請華嚴菩薩的大牙，回印度文殊殿去供養。」這位羅漢到了中國後，就對皇帝講有兩個青衣
童子來請華嚴菩薩的大牙，大約是說的清涼國師。於是乎就把他的墳給打開，一看果然缺了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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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牙。這一些境界都是妙不可言，你看！華嚴菩薩也到中國來，所以清涼國師才有那種奇特的相
貌。
依照清涼國師的判法，這一部《華嚴經》前五卷是序分，中間五十五卷半是正宗分，後十九卷半
是流通分。這部經雖然沒有完全翻譯成中文，但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都已具全。在中國弘揚
《華嚴經》的都是一些個大菩薩，如果不是菩薩的境界，他就不會講《華嚴經》。華嚴的境界是
最妙最妙的了，是妙中之妙，玄中之玄。
貳、釋經題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在聽經前，一定要先認識所聽的這部經是大乘或是小乘的經典。談到大乘、小乘，今天給各位講一個
公案聽一聽。在印度，有位世親菩薩，又叫天親菩薩，和哥哥無著菩薩是兩兄弟。無著菩薩學習的是
大乘教理，可是世親菩薩因為有一種不很好的因緣，所以就入了 小乘的佛教裏邊去學習小乘的教理。
這位世親菩薩非常聰明，他哥哥無著菩薩總想要度他信大乘的法門，但沒有力量令他的弟弟相信。
他這個弟弟就專門讚歎小乘法，說大乘法不對。後來無著菩薩就想出一個方便法門，故意裝病，叫人
去請他的弟弟來探病，說：「我年紀這麼大了，又病成這個樣子，你再不來看我，以後就沒有機會見
面了。」於是乎他弟弟就來看他。他就對弟弟說：「我已經要死 了，我所讀的大乘經典你可以看一
看。你若能看，我死了眼睛也可以閉了。」他這個弟弟來探病也沒有什麼事情做，於是就把大乘經典
拿來看。他看什麼經典呢？就 是這部《華嚴經》。
他越看越覺得不可思議，才知道華嚴的境界是妙不可言的，好像太陽在空中遍照萬物，又好像大梵天
王的網羅幢孔孔相攝一樣。這時候，他知道自己以前錯了，就大叫：
「快給我拿一把寶劍來！」
「你拿寶劍做什麼？」旁人就問。
「我要把舌頭割下來。」
「你為什麼要割舌頭？」
「我以前盡用我這個舌頭讚歎小乘法，譭謗大乘經，這是有罪過的，所以我要把它割下來。」
他哥哥一聽，說：「你不必啊！」
「為什麼？我這個罪過太大了，我一定要把舌頭割下來。」他說。
「譬如你不小心跌倒在地上，你要起身是不是還要藉著地的力量呢？你不能倒在地上就不起來了。你
要起身的時候，就用手這麼一按地就起身了嘛。以前你用舌頭讚歎小乘，譭謗大乘，現在你可以用你
這個舌頭來讚歎大乘啊！」他哥哥說。
世親一聽，這也有道理，於是不割舌頭了。後來他就入山修行，學習大乘經典，也造了一部《十地
論》。《十地論》造成的那一天，大地就震動了，他口裏也放出光來。這時候，國王就來見他，說：
「你是證阿羅漢果了嗎？」
「沒有，我沒有證阿羅漢果。」世親菩薩說。
「你沒有證阿羅漢果，怎麼地動了，你的口裏也放光呢？」
「因為我年青時，學習小乘而譭謗大乘，現在改過學習《華嚴經》，造了一部《十地論》。現在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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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造成了，所以地就震動，我的口裏也放出光來，這並不是證果。」世親菩薩說。
「原來這部《華嚴經》這樣的微妙！」國王說。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意思是到達這種不可思議，沒有法子想像的解脫境界。本來解脫是沒有境
界，有境界就不是解脫。那為什麼又說解脫境界呢？這個境界是一個譬喻，根本就沒有這種境界，因
為到了解脫時，就什麼都沒有了，這就叫解脫。
「普賢行願品」：普賢，所謂「道遍宇宙曰普，德鄰極聖曰賢」，意思是他的道遍滿宇宙，他的德行
和最高尚的聖人是一樣的，和最高尚的聖人作鄰居了。行願品，「行」是他修行的大行；「願」是他
所發的願。普賢菩薩修行發的行願是最大的，所以叫大行普賢菩薩。
佛教裏有四大菩薩，文殊菩薩在菩薩裏邊是智慧第一，地藏菩薩是願力第一，觀音菩薩是慈悲第一，
普賢菩薩是行門第一。凡是佛說法都有弟子請法，華藏世界海，以《華嚴經》為主，這部經的請法主
就是普賢菩薩。《妙法蓮華經》是由舍利弗尊者請法的，《楞嚴 經》是由阿難尊者請法的。請法主又
叫當機眾，這一部《華嚴經》的當機眾就是普賢菩薩。
參、釋譯題
唐罽賓國三藏法師般若奉詔譯
這部《華嚴經》前八十卷的翻譯人是實叉難陀法師。「實叉難陀」是梵語，翻譯為「喜學」，就是歡
喜學習。他在唐朝武則天的時候，把這部《華嚴經》翻譯成中文，譯成之後，武則天就夢見天降甘
露。第二天，果然天降甘霖，下的雨都是甜的，象徵這一部《華嚴 經》是非常的重要。經文翻譯完
成，由賢首法師講解這部《華嚴經》，當講到微塵世界剎海震動這個地方的時候，講堂及大地也都震
動起來，大地六變震動，於是武 則天就下了一道詔書，讚歎實叉難陀。所以這部《華嚴經》不可思議
的境界很多很多，太多了！一言難盡！
這一品，是唐朝罽賓國三藏法師般若奉詔譯的。罽賓國，是一個國家的名字。三藏，就是經藏、律
藏、論藏。「經」是所有的一切經典，「律」是戒律，「論」是論議。翻譯這一品經文的三藏法師名
叫般若。「法師」也可以說是「以法為師」，以佛法作為師父； 又可以說是「以法施人」，以佛法來
布施於人。「般若」是梵語，翻譯為智慧。為什麼不直接把「般若」翻譯成中文，而保留梵音呢？因
為它是五不翻之一的「尊重 不翻」──因為尊重它，所以就不翻譯。奉詔譯，就是奉皇帝的命令，將這
一部經典從印度文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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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下 化老和尚佛七開示‧1975 年美國 Oregon 州(節選)

注：1975 年夏天，比爾‧布萊佛決定在他位於奧立崗州蘆葦港史密斯河畔的佛根地農場，舉辦一
次戶外的念佛法會。他邀請宣公上人及金山寺的四眾弟子們共襄盛舉。在得到上人的同意之後，
於 1975 年的八月，從美國各地而來的五十幾位修行人聚會在佛根地，參加為期一週的念佛法會。
這是傳統的佛七法會首次在戶外的山上舉行。本文源於法界佛教總會在線資料，繼續今年 5/6 月
的刊載，節選 8 月 19 日下午的部份。
1975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二下午
今天唸佛七是第二天了，頭一天不知道南無阿彌陀佛是怎麼回事？所以我跟大家解釋一下。這第
二天呢，每一個人就應該知道怎麼樣用功了；怎麼樣唸佛了。在唸佛的時候，聲音也不要太大
了；太大了氣會受傷。但是也不能太小了；太小了就容易昏沉，容易沒有精神了。你沒有精神
了，昏沉了，自己所唸的南無阿彌陀佛，自己都聽不見了；你聽不見，你心裡也就沒有南無阿彌
陀佛的存在了。所以唸佛必須要口裡唸得聲音清清楚楚的；耳朵要聽這個聲音清清楚楚的；心裡
要觀想阿彌陀佛和這個唸佛的聲音清清楚楚的。就是一秒鐘，也不要把時間空過去，時時刻刻都
提起來唸佛這一念，來誠心誠意地唸南無阿彌陀佛。唸佛的這個念頭不要叫它斷了，時時刻刻都
繼續繼續來唸佛。
昨天晚間講「觀想唸佛」，今天就講「觀相唸佛」。
第二觀相唸佛：因為觀想，不容易把你的心量放大了來觀想阿彌陀佛這麼大的法身。你可以預備
一個阿彌陀佛的像；你再對著阿彌陀佛像來唸佛，也注意阿彌陀佛兩個眉中間那個白毫相光。你
觀想這個佛相有白毫相，由這個白毫相又放大光明，盡虛空遍法界都得到阿彌陀佛的光明遍照。
在阿彌陀佛的光裡面又現出來無量諸佛，也現出來無量的菩薩。這樣做觀想，觀這個相，這叫觀
相唸佛。
第三是持名唸佛：這個持名唸佛，就是執持六字洪名－－佛的名號，來唸佛。執持名號又分出來
有聲唸佛，與無聲唸佛。有聲念佛，就是我們開靜的時候，大家同聲稱唸南無阿彌陀佛，是有這
個聲音。無聲唸佛，就是坐著的時候還是專一其心，默默來稱唸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這叫默
唸，又叫金剛唸。唸佛這個法門，在佛教裡是最容易修的一個法門。
這個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兼收。三根就是上根、中根、鈍根。
上根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中根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鈍根就是很愚癡的人。這個法門也是老少兼
收，利鈍兼收。利，就是聰明有智慧的人；鈍，就是愚癡的人。有智慧的人，修唸佛的法門，也
是很容易相應的；愚癡的人修唸佛的法門也很容易相應。所以這唸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洪名，是
又省工，又不費錢，是最方便的法門。不但是方便，是方便中的方便，捷徑中的捷徑，就是近
路；近路中的近路，這種法門是最妙的法門了。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6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美國中西部佛教會暨明大佛學社

2013 年 7/8 月

慧 訊

你不要以為唸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這又有什麼意思。這個意思可就多了，有說不完那麼多的妙
處，說不完那麼多的好處。在佛住世的時候，叫正法時代，就是有佛說法，有證果的阿羅漢，有
大菩薩，有一切的聖人在世間，這叫正法時代。
等佛入涅槃後，這叫像法時代。像法時代，修道的人比較少了，盡著相的人多了；執著造佛像，
造種種的佛像，修行人就少了。
過了像法時代就是末法時代。這正法是一千年，像法一千年，共兩千年。末法是一萬年。
我們現在是末法時代。什麼叫末法呢？就是法到末梢上，就是佛法就要沒有了；佛法沒有，就是
沒有人信佛了，所以末法時代眾生信佛的心就不堅固。
在佛住世的時候，人信佛的信心－－甚至於他信佛，你想用刀殺了他，說：「你不要信佛了﹔你
信佛，我就要用刀殺了你。」他就寧可你用刀殺了他，他也信佛。這是正法時代，人的信心就有
這麼堅固。
那末法時代呢，不要你說殺他；你說：「你不要信佛了。」他說：「Okay！可以。」不要說殺
他，你叫他不信，他就不信；你叫他信呢？那很困難的。
你們算一算，在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這全人類裡頭，能有多少人信佛？這信佛的人你天天跟他
講經說法，他也將信將疑的。你要叫他去看看電影，好不好？他即刻就去了。你叫他去聽經呢，
「喔！坐那兩個鐘頭很苦的，聽得也沒什麼味道，沒有看電影那樣好看。」所以這是叫末法時
代。
末法時代你不要說殺他，叫他不信佛；你就不殺他，你說你信佛了，我給你叩三個頭，那你可以
先信了吧？「你給我叩頭幹什麼？」這個人哪，末法時代他就不容易信佛。信信，他也就向後
轉。信了兩天半，沒有到三天呢！他就向後轉了。他說：「I am very tired.」tried, tired（累了），
你看！這是末法人的根性，就這樣子。你耳提面命說：「Not too much talking.（別講太多話
了！）? Too much talking.（講話太多了！）你叫他不要做什麼，他一定要做；你叫他要做什麼，
他一定不要做，末法時代的眾生就是這樣。
那麼末法，這個法，會滅的，會沒有了。先什麼滅呢？這個《楞嚴經》最先沒有了。所以我們學
佛法的人，都應該先研究《楞嚴經》。有人懂《楞嚴經》，這佛法就不會滅；有人會念（楞嚴
咒），這個世界所有的魔王、天魔外道，就不敢來作怪，來興風作浪。所以（楞嚴咒）是幫助世
界人的最妙的一個咒；《楞嚴經》是護持正法的一部最好的經。楞嚴經先滅了，沒有了，楞嚴咒
更沒有人會念了，因為太長了。我們這兒有人好像都有一年多了，（楞嚴咒）還念不出來。本來
這（楞嚴咒）叫愣半年，那麼在西方就有愣一年，愣兩年，愣三年都沒有楞完的。
那麼（楞嚴咒）、《楞嚴經》先滅了，以後就到最後滅的是《佛說阿彌陀經》，也沒有了。世界
上就剩「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洪名，在世界上再存在一百年。
在這一百年，這「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度無量眾生。等到一百年之後，六字洪名又減去兩個
字，就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了，就剩四個字。四個字，又等了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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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四個字也沒有了。那時候世界的人最苦了，一點福報也沒有了，所吃的東西就和現在的馬
糞一樣的，沒有營養了，吃的東西一點營養 都沒有了，你天然的也沒有營養了。無論是甚麼吃的
東西，比現在那個馬出的那個糞，都難吃的。那時候，為甚麼那樣子呢？就因為人沒有福報了。
因為在佛住世的 時候，喝的這個水，都比現在喝的這個牛奶，都有營養。為甚麼現在的水沒有那
麼有營養呢？就因為人沒有那樣大的福報了。
那時候人就像狗那麼高，沒有現在這麼高了。等到那時苦到極點了，那麼又該增劫了。現在是減
劫。什麼叫減劫？減劫就是每一百年，人的壽命減去一歲，高度減去一寸，等減到人壽十歲，身
上的高度就像現在狗那麼高。那時候人一生出來就有婬欲心，人一生出來就會殺人，就那麼壞
的。但是到那個時候又該增了，也是一百年增加一歲，高度增加一寸。那麼增到八萬四千歲，那
真是 long life（長命）了。然後再減，減到八萬歲那時候，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出世了。誰願意生
在那時候，見到彌勒尊佛，現在就要好好用功。
那麼現在打佛七，唸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法門，不是容易遇著的。所謂「無上甚深微妙法 」，你看
這唸佛是很容易的；但是能遇著這唸佛的法門，是很不容易的。你們各位想一想，就拿這美國來
講，能有多少人明白這唸佛法門？都是說，佛教徒，想要信佛；信佛有的是參禪的，有的是學密
宗的，以為這密宗真是不得了的，學密去了。真正明白唸佛法門的是很少的，所以現在我們這
兒，是在美國從來沒有的法會。
我們現在是頭一次在這深山裡邊，講這個甚深的妙法。可以說是這個國家，有歷史以來是第一
次。尤其我們這些個人，從四面八方來的；有從洛杉磯來的，又有從 San Francisco（三藩市或舊
金山）來的。可見這些人都有誠懇的心；沒有誠懇的心，不會到這個地方來。他去看看電影，跳
跳舞啊，或者喝喝酒啊，打打牌啊，或者去打高爾夫球啊，或者去打什麼 football（足球）啊，種
種的滑冰、滑雪，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他不去。那麼這就證明這些人都有很多誠心。
「百千萬劫難遭遇」：不容易遇到的，現在遇到了。
「我今見聞得受持」：我現在見著這個佛法，懂得怎麼樣唸佛。
「願解如來真實意」：願意明白這個淨土法門真實的道理。
你 們大家都很誠心的。我今天很高興。為什麼呢？就因為你們都感應得不下雨了。這兩天來，昨
天晚間也沒有下雨，今天也沒有下雨，這證明你們唸佛有點誠心。明天 如果又下雨，這證明你們
又沒有誠心了；要是不下雨呢？那就三天，乃至於這一個禮拜，也要它不下雨。那就證明你們各
位都有相當的誠心了，有相當的真心來唸佛 了。
那麼你沒有這種真心呢？我也對你們說一說。我為你們的這種真心，我這幾天和蚊蟲簽了一個合
同。和這個蚊子簽了什麼合同呢？我說，所有參加這個唸佛法門的，參加這個法會的這個人，我
希望你們所有這個蚊蟲，都不要咬他們；如果你們想要咬的話，先來咬我，喝我一點血沒有關
係。我願意布施給牠們我自己的血，不要咬這個參加唸佛法門的這個人﹔不論是我的皈依弟子，
或不是皈依弟子，都一律平等待遇，不可以 給他們麻煩。所以你們以後哪一個要是被蚊子咬了的
話，就告訴我一聲。被一個蚊子咬了，就告訴我一個蚊子咬你；兩個蚊子咬，就告訴我說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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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咬你，因為我好和牠去算這個數目。因為我和牠簽的 lease 這個合同；牠不履行牠這個條約，
這個我可以告訴 court（法庭），sue him（告他）！有的人就說，蚊子咬我，我也不敢講；因為一
講了，法師你又講我沒有真心唸佛了。若是你不講，是你自己欺騙自己，不關我的事。
弟子（果真）：師父正在講蚊子的時候，有一個蚊子就飛到我耳朵那裡，而且好像還在咬我。
上人：那你可以叫他成佛去。You can say, “I vow you will go to Buddhahood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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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共修活動行程
日期
7/6
8/3

時間
7/20
8/17

10:00 am~12:30 pm

7/13 7/27
8/10 8/24

10:00 am~12:00 pm

7/10
8/14

7/24
8/28

7:00 pm – 9:00 pm
Evergreen Restaurant

活動內容
念佛, 素食 Potluck 聚餐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念佛 Chanting Buddha’s name

English Language Buddhism Discussion Group
聯絡人 Eugene Kelly eugenekelly2@gmail.com
2424 Nicollet Ave
Minneapolis, MN 55404-3453 (612) 871-6801

佛教會兒童班

指導老師: 上傳下揚法師
顧問老師: 上悟下鎧法師
發行人﹕佛教會理事會

佛教會兒童班旨在宣揚佛法及中國傳統文
化，每月活動一次，暑假放香。兒童班內容
豐富，形式活潑，包括唱歌，短時間念佛及
打坐，故事會，做手工，素食聚餐等，歡迎
小朋友們多來參加！

聯絡人: 李彥甫
(651-578-6976)
佛教會網址:
ttp://www.amitabha-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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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點: 佛教會文物流通處 (圖書
館)
地 址 :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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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651-486-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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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Family Program
MBA Family Program targets at learning and
propagating Buddha dharma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program meets once every month,
except summer vacation. The program involves
various activities with a vivid and active style,
including singing, short-time chanting &
meditation practice, story time, art practic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and so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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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7/8 月

Advisor: DM Chuan Yang
Consultant: DM Wu Kai
Issuer: MBA Committee
Contact: Yenfu Li
(651-578-6976)
MBA website:
ttp://www.amitabha-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Location: MBA Library
Address: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TEL: 651-486-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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