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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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釋文
Ａ1.結前所說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
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
「爾時」：當爾之時，就是在前邊那一品說完之後的這個時候。「普賢菩薩摩訶薩」：這位道遍
宇宙，德鄰極聖的普賢菩薩。「菩薩」是梵語，具足是「菩提薩埵 Bodhisattva」，菩者覺也，
薩者情也，菩薩就是「覺有情」，則能覺悟一切有情眾生。什麼叫有情呢？所有一切眾生都叫有
情。
今天 Jerry 問花草若是無情，怎麼又會有生呢？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現在就略略講一講。
草木雖然是無情，然而還都有性。有什麼性呢？有生性。什麼是生性？「生性」就是儒教所講的
仁。這個「仁」，就是性，又可以說是道，也可以說是萬物之母。我們人有沒有這個「仁」呢？
人當然是有「仁」了，人若沒有這個「仁」就不叫個人了。不叫人，叫什麼？隨便你叫什麼都可
以。就因為有這個「仁」，所以就叫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為道，這就是個道。
一切草木也都有這個「仁」。你看草木都有個生機，春天到了，它就生枝長葉，然後開花結果，
這都是因為它有一個仁的性。花草樹木不單有仁的性，也有一種很愚癡的這種知，這個仁的性只
是很小，所以你剪花的時候，那個花就出聲了，發出一種畏懼的聲，不過我們人聽不見，若用一
種科學的儀器就可以聽得見，這是很普通的現象。為什麼它有聲呢？因為它也有性，只不過這個
性不具足而已，就只有一點點。
舉個例子來講，如果我們人有一百磅的性，花草樹木就連一盎斯都沒有，就只有像頭髮那麼一點
點。但這只是譬喻，你不要就認真了，說：「那個法師說人有一百磅的性。」不是的，你不要執
著。為什麼花草樹木也有性？為什麼花草樹木久而久之就有一種感覺呢？因為它們生長時間久
了，就會有一種感覺。在中國就有樟樹求戒，也有白果樹受戒的情形。為什麼它們可以受戒呢？
若說它們沒有情，怎麼又會變成人形去受戒呢？這豈不是太矛盾了嘛！其實一點也不矛盾。因為
你不知道這個境界，所以就認為這是矛盾的；你若知道了，這就明白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因
為它和人住在這個世界上久了，年紀老了，經驗也多了，久而久之，就生出有一股人的性來，也
就是有仁了。有了仁，然後就有一種情感；有一種情感，也就想受戒。在沒受戒以前，它不知道
做了多少壞事，以後知道自己以前所做的不對了，於是就想去受戒，甚至想要出家。
普賢菩薩教化一切眾生，不但度有情的，連無情的一切花草樹木也都要度，令有情無情同圓種
智，同成佛道，所以叫「普賢」。他所有一切花草樹木，他都要度的，你看這種行願多大！我們
一般人只知道度人、度有生命的，他連沒有生命的也都要度。「菩薩」二字，又可以翻譯為「大
道心眾生」，菩薩也是個眾生，不過他的道心大；又叫「開士」，菩薩是什麼都公開的，沒有自
私心，沒有自利心，沒有妒嫉心，沒有障礙心。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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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薩」就是大菩薩。這一位普賢菩薩是菩薩中的大菩薩，不是小菩薩。誰是小菩薩？最初發
菩提心就是小菩薩，當菩提心發得久了，這就是大菩薩。好像最初受菩薩戒就是個小菩薩，當菩
薩受戒久了，又能依著菩薩戒去修行，這就是個大菩薩，再過三百年、五百年就變成一個老菩薩
了。
「稱歎如來勝功德已」：普賢菩薩稱揚讚歎如來最殊勝的功德。什麼叫稱揚？稱是稱呼，稱呼
佛、世尊。讚是讚美讚歎，讚歎如來的功德殊勝。
什麼是「如來」呢？如來是佛的十號之一。所有佛以前都有很多的名號，因為太多了，人不容易
記，所以就減少成一萬個名號；一萬名號還是不容易記，又減少成一千個名；一千個名號還是太
多了，也不容易記，於是又減到一百個名號。因為眾生的記憶力都很不好的，這一百個名號還是
記不住，所以又減成十個名號。「如來」就是佛的十個名字之一。「如」是不動的意思，就是
靜；「來」就是動的意思。所以「如來」就是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又如來是「乘如實之道」，
這是靜；「來成正覺」，這是動。雖然在名稱上有動有靜，但在佛的本體上卻是非動非靜，動靜
不二；動也就是靜，靜也就是動。怎麼說呢？因為動是從靜中生出來的，靜也是從動中顯出來
的，所以動靜不二，這叫如來。
普賢菩薩在前一品讚歎如來的功德，是勝過一切的功德，為一切功德所不能及，也不能比。如來
的功德說也說不完，講也講不盡。雖然是說不完、講不盡，可是普賢菩薩還是用他廣大的行願，
來讚歎如來這種特別殊勝的功德。
什麼叫功德？這個功，你要立才有功；德，你要做才有德。怎麼叫立功？舉一個例子，好像在一
個學校裏，有一位教師對學校盡心盡力，而在薪金所得之外，也就是在他自己的本份工作之外，
又做了很多職責以外的事情，這就是功。德是做對一切人有好處的事情，助人還不求代價，代價
就是報酬。譬如你布施給某一個人五萬塊錢，你不在這五萬塊錢裏有所希圖，希望將來或者可以
得回五十萬，你若有這種心理這就沒有德了。要施恩不求報，對任何人有好處都不希望他報答，
也不希望對自己有什麼好處，這就是德。
德有大德小德之分，不是說作德要做這個大的，小的德就不要做了。什麼是小德？凡是對人只有
很少的利益，雖然是對人有很小的利益，但是德再小也要去做。你做得多了，德性自然也就大
了；你若是不做，永遠都不會有德的。所謂「道是行的」，修道就是要去修行，不是口頭上說修
道，一天到晚念著修道，卻始終也不修行，這叫「口頭禪」，沒有用的。同樣的，這個德也要去
做去，你若不做就不會有德，所以說「道是行的，不行何有道？德是做的，不做哪有德？」如來
的功德是不能讚歎窮盡的。
「告諸菩薩及善財言」：普賢菩薩讚歎如來的功德之後，告訴在華嚴法會上所有無量無邊的諸菩
薩及善財童子。「諸菩薩」可以說是很多很多的菩薩，也可以說是很少的菩薩。因為這個「諸」
字可以當「多」字講，也可以當「一」字講。這個「諸」字若當語助詞，就是說話的時候幫助語
氣的一 個助詞，可 以當 「一」字講，那就 是一 個菩薩。若是按著 多的 意思講，「多」就 是
「諸」，也就是很多很多的菩薩。那麼在這地方的意思究竟是很多，還是很少呢？在這華嚴海會
上不能當「一」字講，不能當一個菩薩講，為什麼？因為華嚴法會裏的諸菩薩有無數那麼多。
善財童子雖然是個小孩子，但是神通可大了，他的神通妙用是最不可思議的。這位善財童子有五
十三個師父，就因為善財童子有五十三個師父，所以把中國的佛教就影響得很複雜。怎麼複雜
呢？有一些佛教徒就要學善財童子，說：「善財童子有五十三個師父，我最低限度也要有十個、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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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個、三十個師父，這不是太多吧！」這種行為是最迷信、最不正確的。我從來最反對這一件
事，我並不是怕我的徒弟去拜其他的出家人作師父，是因為這在佛教裏是一種最壞的風氣和習
慣。
有人就說：「善財童子有五十三個師父，他怎麼不是最壞的？中國人拜三十個、四十個師父就是
最壞的呢？」什麼事情都有它的真理，善財童子之所以有五十三個師父，是他第一個師父教他去
拜第二個師父，是他師父叫他去的，不是他自己聽說某某人是一個有道、有修行的，於是也不告
訴他的師父，就偷偷地跑到那地方又拜了一個師父，這叫「拜了一個師父，背了一個師父」。
「背」就是背叛了，違背的意思。你若是對你的師父好，為什麼還要去拜另一個師父呢？好像我
們人有一個父親就夠了，只有釋迦牟尼佛可以作我們第二個父親。我們總不可以去找三個、四
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這麼多的父親嘛！師父是我們出世的法身父母，你拜那麼多師父幹
什麼呢？
善財童子把他第一個師父所有的道德、學問和神通妙用都學完了，他的師父也沒有什麼可教他的
了，所以就教他到南方去拜某某人作師父。他到那地方拜了另一位師父，拜了師父，又把這師父
的一切本領和一切能力學完了，這個師父又介紹他再到南方去拜某一位尊者，或是某一位菩薩，
或某一位比丘作師父，說：「他的道業比我更高。」這是他的師父介紹他去拜別的師父，不是他
自己偷偷摸摸地去拜旁人做師父。第一個師父介紹第二個師父，第二個師父又介紹第三個師父，
乃至於介紹到第五十三個師父。他把這五十三個師父所有的神通妙用都學到了，所以善財童子的
神通妙用大得不得了。你不要以為他是個小孩子，他的本領很大的。
中國的佛教徒因為受這種的影響，也各處亂拜師父，拜完一位，又偷偷摸摸去拜另一位師父，拜
了一個又一個，這都是佛教的敗類。所以我在中國或香港時，凡是已經皈依過三寶的人想再皈依
我，我是不收的他們的，為什麼？我認為他是最不好的一種佛教徒，因為不是他師父教他來拜
我，而是他自己偷偷來的，這是違背良師。尤其這個皈依，只可以皈依一次，不可以一次又一次
皈依。受戒可以，你受三戒、四戒、五戒、八關齋戒、或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這受多幾次都可
以。但皈依只可以皈依一次，拜師父只能拜一個師父，不可以東拜一個師父，南拜一個師父，北
拜一個師父，西邊又拜一個師父。這樣子將來你死了，究竟要到哪一個師父那兒去作徒弟呢？沒
有地方去了，根本就無所皈依，因為師父太多了。尤其在佛教裏頭，我們要講真理。
中國的佛教徒裏，轉來轉去都是這幾個老佛教徒，他們從小就皈依，以後又左一次、右一次皈
依，這一生甚至於皈依了幾十百次。你問他：「什麼叫皈依？」他把眼睛睜著，沒有話講──不
知道！皈依了幾十百次，不知道什麼叫皈依，你說這可憐不可憐！他說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他師
父，他都皈依。但是，我相信他一個師父也沒有，為什麼呢？因為他都沒有相信。你要信，相信
才能得救的；不相信，根本就不會得救的。尤其在中國，比丘之間互相鬧意見，也都是因為徒弟
的關係。好像這一個法師的徒弟跑到那一個法師那兒去了，無形中就表示這一個法師沒有道德。
如果他有道德，怎麼徒弟會再另拜別的師父呢？於是乎，兩個法師之間就生了意見了──「你把
我的徒弟給搶去了！」法師和法師就鬥起法來了。一鬥法，兩個人的本相都現出來了。什麼本
相？這無明火大發。這都是因為徒弟偷偷摸摸去皈依的緣故。你就怕我把你的徒弟給搶過來，我
也怕你把我的徒弟給搶過去，都跑到這個上來了。
這是佛教一個最壞的習氣，我希望美國這兒不要有這種的事情發生，皈依只皈依一次。你想要皈
依不是嗎？你就去找一個好的師父，皈依之後就不要再背叛師父，不要做個叛教的徒弟來違背師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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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有五十三個師父，這把中國的佛教影響得有不正確的風氣和習慣。在美國佛教還沒有普
遍時，不要把這種毛病流行開來，不要令人有這種的習慣。好像耶穌教、天主教的領洗只有一
次，不會說這一次洗得不乾淨，再洗一次，洗來洗去都是同一個人。我們佛教裏邊不需要這樣
子，不要皈依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說：「我頭一次皈依大約佛不知道，所以我再來第二
次。」你頭一次皈依，佛若不知道，那第二次、第三次，到第一千次、一萬次，佛也不會知道
的。為什麼呢？因為佛不會睡著了，說你這兒皈依，他沒看見。佛是大覺者，你心裏若真正想要
皈依佛教，他已經就知道了，所以說感應道交是不可思議的。你如果說佛不知道，那你根本就不
信佛，根本也就沒有皈依，這樣你就是皈依幾千萬次也是沒有用的。
你皈依以後，一定要尊師重道，要對師父恭恭敬敬的。我現在講這個道理，並不是要我的皈依弟
子來恭敬我，因為我覺得我的皈依弟子對我已經很恭敬了，不需要叫他再恭敬。皈依之後，切記
不要違背師父，不要不恭敬師父。不恭敬師父的人是會墮地獄的。墮什麼地獄？講《地藏經》的
時候不是有一個「千刃地獄」嗎？不孝順師父的徒弟就會墮到那個地獄。有一種徒弟不但不順師
教，不依照師父所教的道理去做，自己還要別開生面，依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且還譭謗師父、罵
師父，甚至於打師父、殺師父、毒死師父，用種種的方法來害師父，這都有的。你不要笑啊，這
個世界什麼眾生都有的。好像坐師父的凳子、隨便玩師父的缽，這都是犯過的。除非是師父叫你
這麼做，如果師父沒有叫你這麼做，你自己就冒冒失失去做，這都是犯過的。這種關係是很重要
的，這不是說你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有師父在這兒，做徒弟的就沒有自由，所以一切時、一切
處都不能譭謗師父，不能背著師父來互相談論，這樣都是犯口過的，都是犯罪業的。
這一段文是說如來的功德說不能盡。「善男子」：你們這些皈依三寶、受過五戒、修持十善的善
男子，我現在告訴你們。「如來的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佛的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
「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經過不可以言語說、不可以言語說，這麼多諸佛國土，極
微塵那麼多的劫數。極就是到極點了，到什麼極點？到微塵的極點。微塵的極點是什麼呢？就是
鄰虛塵。這個鄰虛塵是人的目力所看不見的。我們現在從太陽照進窗戶透光的地方可以看見微
塵，這是能看見的。把這能看見的每一粒微塵再分成七分，這叫鄰虛塵。這種鄰虛塵你的目力就
看不見了，這就叫極微塵。「相續演說，不可窮盡」：經過佛剎極微塵數這麼長的時間，接接連
連相續不斷地來演說如來的功德，也說不完的。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5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美國中西部佛教會暨明大佛學社
上

慧 訊

2013 年 9/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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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月
的刊載，節選 8 月 19 日晚的部份內容。
1975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晚
這個佛七，今天快圓滿兩天了，相信今天晚間也不會下雨。這兩天每一個人都有真心。明天不知
人還會不會拿出真心來，這就看下雨，不下雨就知道了。
我們唸南無阿彌陀佛時候，聽到打磬就要轉板，就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看有很多人都不知
道。這個唸南無阿彌陀佛走出去的時候，這叫放掌。不是這麼，這叫合掌；這樣叫放掌。這個掌
要放下來﹔不是掌托到肚子下邊去，這是不好看的。那麼要怎麼樣呢？要將這個掌放到這個心口
這兒－－你那個肉心；對著肉心地方，這叫放掌，這麼樣子。你再聽，這打一下磬，這就是要轉
板了；轉板就是要大家不唸「南無阿彌陀佛」，就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要
合起掌來。我看很多人也不知道合掌，到這唸「阿彌陀佛」的時候，也不知道合掌，還是這麼樣
子的，或者這樣子的，不懂這個規矩。
這個規矩，雖然是不重要，但是也要守；你要是不守，那就不能成方圓，就不能成就我們所願意
得到的。好像方才這個果童，他四歲的時候來到廟上，旁的他什麼都不問；他就問為什麼要有規
矩？四歲的時候他就問這種問題，「為什麼要有規矩？」當時他那麼小，我看他問這種問題，這
一定是個不守規矩的小孩子，一定是很壞的。那麼我說，就因為你不守規矩，所以要有規矩；你
如果要守規矩了，那就不需要規矩了。
那麼現在他來到這兒，我相信一定很討厭規矩，因為他願意很隨便地，蹦蹦跳跳，打打鬧鬧。這
是他的本性，就像那猴子似的，這兒跳跳，那兒鑽鑽地，有一點那麼的性情。你看看他，這個頭
很活動的；那個眼睛也願意看東西。但是他會造 story（故事），如果能繼續往深的研究研究，將
來他一定會成一個造 story 的專家。現在他十一歲就會造 story，等到他要大了，更會造了。你們
各位要注意他，將來他 story 要滿天飛的。
你們每一個人要是要 story，他都可以給你造一個。你不要忘了那一條頭髮的故事（編按：請看本
會出版《地藏菩薩本願經淺釋》書尾）。這是秘密法，一般人都不知道。有人想要知道，現在也
不要告訴他們。還有，我們每一個人站在拜佛位置的時候，先來的就往前面站，後來的就比較站
在後邊一點。不要先來的站到後邊，後來的又站到前邊去了，這是沒有次序。無論到什麼地方都
要有次序；有次序就是有次第，有規矩。這樣子才不會亂，才會有一種很好的方法，這一點每一
個人都應該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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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要天天修行；不是今天修行，明天不修行。守規矩也是一樣的，天天要守規矩；你要是不
守規矩，你這就是不合乎佛法的戒律的。這一點每一個人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注意的，不要馬馬
虎虎的。
今天白天講的持名唸佛。這個唸佛的法門，老年人也可以唸佛；青年人也可以唸佛；壯年人也可
以唸佛：無論任何人，都可以唸佛。有病的人可以唸佛；健康的人更應該唸佛。為什麼呢？有病
的人，你病苦這麼重，因為有業障，應該要唸佛來消業障；沒有病的人，趁著你身體健康，正好
用唸佛來迴向身體永遠的健康。那麼老年人呢？這個路快要走完了，你應該走一條好路，應該唸
佛。青年人，正年輕，前途有無量的光明，你應該唸南無阿彌陀佛，你的前途也有無量的光明。
所以這個唸佛法門無論任何人，都應該唸佛的。這個唸佛，行住坐臥都可以唸佛。你行也可以唸
佛；住也可以唸佛；坐也可以唸佛；臥也可以唸佛。但是，臥著唸佛，不要出聲唸，要在心裡頭
唸；你要出聲唸就不恭敬了。因為你躺著唸佛這是不恭敬的。這一點各位要知道。最忙的人可以
唸佛，最閒的人也可以唸佛。
最忙的人你怎麼樣唸呢？你要修「朝暮十唸法」。怎麼修「朝暮十念法」呢？就是早晨和晚間用
十唸。怎麼叫十念法呢？每一唸是一口氣；唸十口氣這叫十念法。一早起來，把臉洗乾淨，把牙
也都洗乾淨了，然後你面對著西方，要是有阿彌陀佛像更好。你們無論哪一位，如果希望請阿彌
陀佛像，我有紙印的阿彌陀佛像，你們可以到金山寺來，我可以送給你一張。那麼你對著佛像合
起掌來恭恭敬敬地先拜三拜，然後就唸「南無阿彌陀佛，唸十口氣。這個朝暮，早晨與晚間都這
麼唸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麼一口氣，也不要故意叫這個氣長，也不
要故意叫這個氣短，就是很自然的。這一口氣就為一念，唸十口氣。早晨唸十口氣，晚間唸十口
氣，叫朝暮十唸法。你要能以天天不間斷，只用五分鐘，或十分鐘的時間就夠了。
那麼平日是不是也可以唸呢？當然可以唸了。你唸得越多越好。這是朝暮十唸法；你要是用這朝
暮十唸法的功夫，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所以這個唸佛的法門是最方便的法門。
這個唸佛的法門，今天曾經說過，有智慧的人也應該唸佛；愚癡的人也應該唸佛。有的人說：
「我是很愚癡的，我唸佛恐怕沒有用。」這個唸佛的法門是越愚癡越好，越有智慧越好。你再有
智慧，也超不出去這個唸佛法門；你再愚癡也會在這個唸佛法門裡頭包括著，把你接引去。
佛的弟子裡頭有一個最愚癡的，愚癡到什麼程度呢？你叫他唸南無阿彌陀佛，他不記得這六個
字；他只記得六個字都是什麼？他不記得唸。那麼最後佛就給他一個方法，說：「好了，你唸佛
不記得，那麼我就給你兩個字。你啊！你唸這個『笤掃』兩個字。」
「笤掃」兩個字，他還記不住；唸「笤」字，他把「掃」字忘了：「哎！什麼來的？」念「掃」
字，把「笤」字忘了：「哦！哦！調？喔！那個字是什麼？喔！『掃』。那個字又是什麼？」
「笤掃」兩個字：記得「笤」字，把「掃」字給忘了；記得「掃」字，「笤」字又忘了：笨得這
個樣子。你們現在，我相信沒有一個人笨成這個樣子。就我最笨，也比他都覺得聰明一點。是不
是啊？我自己相信我比他都聰明一點。那麼你們各位當然都比我更聰明囉！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叫周利盤陀伽，翻譯的意思就叫「繼道」，他在道上生的。那他這樣笨，他
以後也開悟了。開悟知道什麼呢？知道他母親是個女人，所以佛給他印證他開悟了，開悟了也就
有神通了。你看那麼笨的人都可以開悟，都可以有所成就，我們這麼聰明的人，一定會更有所成
就了。今天就講到這兒，因為有人打妄想說講得太多了，所以少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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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通知
各位同修，阿彌陀佛！
傳揚法師於 2013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駐錫明州。
詳 細 法 會 行 程 屆 時 將 通 過 電 郵 通 知 。 如 有 疑 問 ， 請 與 李 彥 甫 聯 絡 : 612-254-2559 ， 或 電 郵
yenfu12345@gmail.com。
我們也歡迎各位志願為法師在明州時的日常生活提供幫助。
法會地點：佛教會圖書館(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Dear MBA Members,
Amitabha!
Dharma Master Chuan Yang will visit MBA from 09/28 to 10/07.
We will send out emails about the detailed schedule later. For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Yenfu Li by
612-254-2559, or yenfu12345@gmail.com
We also welcome any volunteer service to provide daily help for Dharma Master Chuan Yang during his
stay.
Event Address: MBA Library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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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月共修活動行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法會行程詳見屆時電
念佛，講法
子郵件通知

9/28 – 10/7
9/7
10/5
9/14
10/12

9/21
10/19
9/28
10/26

9/15 10/13

9/11 9/25
10/9 10/23

10:00 am~12:30 pm

念佛, 素食 Potluck 聚餐

10:00 am~12:00 pm

念佛

10:30 am~1:00 pm

MBA Family Program
素食 Potluck 聚餐

7:00 pm – 9:00 pm
Evergreen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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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254-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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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9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美國中西部佛教會暨明大佛學社

慧 訊

2013 年 9/10 月

Sep/Oct Common Cultivation
Date

Time
Activity
See dharma event details in Chanting Buddha’s name
future email notifications
Dharma talk

9/28 – 10/7
9/7
10/5

9/21
10/19

10:00 am~12: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9/14 9/28
10/12 10/26

10:00 am~12:0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9/15 10/13

10:30 am~1:00 pm

Family program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9/11 9/25
10/9 10/23

7:00 pm – 9:00 pm
Evergreen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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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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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isor: DM Chuan Yang
Consultant: DM Wu Kai
Issuer: MBA Committee
Contact: Yenfu Li
(612-254-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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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