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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咒句偈楞嚴咒句偈楞嚴咒句偈楞嚴咒句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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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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光寶幢寶積佛 寶勝如來善降魔

一切王眾皆能戰 旁門左道盡折攝

088.跢他伽多耶跢他伽多耶跢他伽多耶跢他伽多耶

常住三寶佛法僧 一心恭敬要虔誠

如來弟子阿羅漢 漫漫黑夜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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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上人講述
（接上期）

以上是簡簡單單地說禮拜三寶的七種禮。若往多了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那個禮數就

多得很了。在中國有一部禮經，又叫《禮記》，專記載種種的禮法。《禮記》上說每一

個人坐在什麼地方都有一定的，大人有大人坐的地方，小孩子有小孩子坐的地方，男人有

男人坐的地方，女人有女人坐的地方，老人有老人坐的地方，不能亂坐的。我就單舉出

來一種來說，小孩子應該坐到什麼地方呢？《禮記》上說：「童子隅坐。」童子應該坐在

角落上，不應該坐到正面。

講到這個禮上，我在十二歲以前當小孩子的時候就很講禮貌的。講什麼禮貌呢？我喜歡人

家恭敬我。怎麼樣恭敬法呢？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就歡喜作皇帝，所有村子裏的一般小孩

子，或者有五十，或者有一百，所有這些小孩子都要聽我的指揮。我叫這些小孩子堆出一

個大大的土堆，我就坐在這個土堆上邊，叫這一些小孩子向我來叩頭。很奇怪的，所有

的小孩子也都不反對向我叩頭，都聽我招呼。

等到十二歲的時候，我見到一個死了的小孩子，那時候才知道人是會死的。於是乎，以後

就把這種惡劣的習慣改了，不叫人家向我叩頭，我向人家叩頭了。先從什麼地方開始

呢？先從我父親、母親那兒開始，早晨給父親、母親叩頭，晚間也給父親、母親叩頭，給

父親叩三個頭、母親叩三個頭，這是早晨有六個頭，晚間有六個。以後一想，這個世界

不是單單只有我的父親、母親，又有天、又有地、又有皇帝、又有師父，於是就給天也

叩頭、地也叩頭、國王也叩頭、師父也叩頭。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誰是我師父，因為還沒遇

著師父呢。但是我心裏這麼想：「我將來一定會有個師父，我現在雖然還沒有遇著師

父，我先就給師父叩頭。」所以就這麼給天、地、君、親、師叩頭。若照一般人的講法，

這是真正的迷信。

以後我又想，這個世界上有聖人，又向聖人叩頭；又有賢人，又向賢人叩頭。以後又知道

世界上有佛，又向佛來叩頭，向菩薩、聲聞、緣覺叩頭。以後又想世界上有最好的好

人，又向好人叩頭；世界上有最善的善人，又向善人叩頭。我想因為他們能行善幫助窮

人，所以我替窮人來謝謝他們，給善人叩頭。以後，我又想這個惡人也是很可憐的，我代

表這些惡人給佛叩頭，請佛原諒他們，赦免他們的罪過，令他們改惡向善。於是我又代

表世界上有罪的人來向佛叩頭，向佛懺悔；又代表世界上不孝順父母的人來向佛懺悔。我

就認為我是壞人中最壞的，我應該替所有這一切的人來拜佛。

就這樣，到後來每一次叩頭，要叩八百三十幾個頭。我在什麼時候叩頭呢？我告訴你們，

我這種的修行很奇怪的。我一大清早在人都沒有醒以前，就起來穿好衣服，洗好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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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邊去點上一支香就開始叩頭。無論颳風、下雨、下雪，我也要叩頭，甚至下雪，也不

管雪是凍、是涼，我的手就按在雪上來叩頭。叩這八百三十幾個頭，跪下起來、起來又跪

下，大約要一個半鐘頭的時間。晚間等人都睡了之後，我又到外邊去叩頭去。這麼樣叩

了大約有很多年，一直到我在母親墳上守孝之後，才把叩頭的數目減少了，但每天還是叩

九個頭，不叩那麼多了，因為那樣費的時間太多了。相信差不多的人都想要知道我過去

都怎麼樣拜佛來著，所以我說一說。

「禮敬諸佛」的這個「敬」就是循規蹈矩，依照規矩去做去。你的所行所作都合乎禮，這

就是一個敬；如果你不守禮，這就是不敬。譬如你對一個人恭敬，你在這個人的面前就要

守規矩；如果你不恭敬這個人，你就會放逸，隨便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現在要禮敬諸佛，就是禮敬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佛是大覺者，一個大覺悟的人。我們

凡夫是醉生夢死，不知道這個三界是苦，也不想出離三界，這就是不覺。二乘在凡夫裏

邊是一個覺者，他覺悟了。覺悟什麼呢？覺悟生死無常，非常危險，所以他就修行，得到

偏空的理，悟得四諦法、十二因緣法，這叫羅漢，也叫緣覺。中乘就叫緣覺。這種人在凡

夫裏邊可以算是一個覺悟者，可是他不能自覺覺他，他只知道自利，而不知道利他，所

以就僅能自覺。

菩薩和羅漢又不同了，菩薩既能自覺又能覺他，既能自利又能利他。佛和菩薩又不同，菩

薩雖然能自覺覺他，可是還沒能覺滿。佛是覺行圓滿，覺也圓滿，修行也圓滿，自覺也

圓滿，覺他也圓滿了。佛之所以成一個大覺者，也就因為他這三種覺悟都圓滿了，萬種的

功德也都具備了，所以就稱為佛。

小乘的教理中，他們認為只有釋迦牟尼佛一位佛，不承認另有其他的佛。小乘法，就是釋

迦牟尼佛最初在鹿野苑為五比丘說的法，所以這些小乘人只知道有釋迦牟尼佛，不知道

其他世界上也都有無量諸佛。因為他不知道，所以就說沒有十方佛，只有釋迦牟尼佛。那

麼十方佛是不是沒有呢？不是的。他承認有十方佛，也有十方佛；他不承認有十方佛，還

是有十方佛。這十方佛和釋迦牟尼佛是一個的，所以說「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

現在這位普賢菩薩發廣大的行願，修行這種的願有多大呢？這種願，是一種不可思議境界

的願，沒有辦法能知道他這個願有多大，所以稱普賢菩薩為願王，他是願中之王。

這第一願「禮敬諸佛」，不是單單就頂禮釋迦牟尼佛或者阿彌陀佛，是一禮一切禮，一佛

一切佛。禮一佛就是禮一切佛，禮一切佛也就是禮一佛；禮一切佛而不著一切佛，禮一

佛也不著一佛。就是要行實相平等禮，雖然是禮一切佛和一佛，而不要著住這個相上。不

要說：「我這回功德可是大了！我拜了這麼多佛，其他人都沒有我這樣修行的。」拜佛不

要著相，這叫禮敬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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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敬諸佛，諸佛是不是需要我們禮敬呢？我們禮佛，佛也是佛；我們不禮佛，佛仍然是

佛。並不是我們禮佛，佛就得到多一點的好處，佛就大一點；我們不禮佛，佛就得不著好

處，佛就小一點。我們禮佛，是盡上我們眾生的這種恭敬心，在佛的份上是不增不減的，

所以禮佛不要執著。

「二者稱譖如來」：如來為什麼要稱讚呢？如來也不需要稱讚。不是像我們人似的，你稱

讚他，他就高興了，鼻子也笑了，眼睛也笑了。你不讚歎他，哈！他的鼻子也發脾氣

了，眼睛也發脾氣了。要是那樣，佛就和人沒有分別了，我們也就不需要拜他、不需要讚

歎他。為什麼？他還是和凡夫一樣，我們又何必拜他、讚他呢？佛既然不需要讚，那我

們為什麼還要讚佛呢？這豈不是太矛盾了嗎？這不是矛盾。我們讚歎佛，對我們自己的

自性上有功德。有什麼功德呢？我們每個人自性上都有光。你讚歎佛，你自性的光就現出

來了，照破你的黑暗。你讚歎佛的功德，無形中你自己就不會造罪業、不會打妄想了。

你少打一點妄想，你那智慧光就露出來多一點。為什麼修道人怕打妄想？也就是這個。你

打一個妄想，就把你那自性好像染上一層黑的東西似的；你不打妄想，你自性的光明就

顯露出來，就光明一點。你讚歎佛的時候，你心裏是歡喜佛，歡喜佛就和佛的智慧光相合

了，你的自性光明也就會露出來。

怎麼叫稱讚如來呢？譬如說：

天上天下無如佛天上天下無如佛天上天下無如佛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十方世界亦無比十方世界亦無比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世間所有我盡見世間所有我盡見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一切無有如佛者一切無有如佛者一切無有如佛者。。。。

這就是稱讚如來。天的上邊和天的下邊，也就是地的上邊，沒有任何的神、菩薩、羅漢、

辟支佛可以和佛比的，誰也都比不了佛。不單天上、天下沒有可以和佛比的，就是十方

世界也沒有可以和佛比的。你看我們這個世界雖然有美洲、澳洲、亞洲、歐洲、非洲五大

洲，但這五大洲僅僅就是一個世界之一，還有十方的世界。這十方世界有無量無邊那麼多

的世界。現在預備用火箭送人到月球去，月球也可以說是其他世界之一，不過是一個小

世界，不是一個大世界。十方世界的人和物雖然多得很，但是也沒有可以與佛比的。這個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一切，我都看遍了，所有的一切都沒有可以和佛比的。

又或者說：

阿彌陀佛身金色阿彌陀佛身金色阿彌陀佛身金色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相好光明無等倫相好光明無等倫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白毫宛轉五須彌白毫宛轉五須彌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紺目澄清四大海紺目澄清四大海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光中化佛無數億光中化佛無數億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化菩薩眾亦無邊化菩薩眾亦無邊化菩薩眾亦無邊；；；；

四十八願度眾生四十八願度眾生四十八願度眾生四十八願度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九品咸令登彼岸九品咸令登彼岸九品咸令登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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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的身體是金色的，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光明遍

照，沒有可以和他比的。阿彌陀佛眉間的白毫相光，宛轉有多大呢？有五個須彌山那麼

大。阿彌陀佛的眼睛有多大呢？他那紺色的眼目，澄清好像四大海那麼大。佛的眼睛就有

四個大海那麼大，你看佛的身該有多大！阿彌陀佛的佛光裏頭又化出無量無邊那麼多的

佛。他不是單單就化佛，而且還化出很多很多的菩薩；不單單只化菩薩，而且還化聲

聞、緣覺；不單單就化聲聞、緣覺，也化出無量無邊的六道眾生。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個大

願，願願來度脫一切眾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華分為九品，在每一品裏又分出九品，所

以九九就有八十一品蓮華，接引眾生到涅槃彼岸，往生到極樂世界去。這都是稱讚如來的

一部份，修這種的功德就要這樣稱讚如來。

「如來」，《金剛經》上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如」就是

一個靜，「來」就是個動。如來可以說是好像來了，但是他的本體還沒有動，來無所從

來，去也無所從去。「如」就是個理，「來」就是個事，這也就是本經「理事無礙」的

境界，本經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如來」是個理事無礙的

法界，也是佛的十個名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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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上上
宣宣宣宣下下下下化老和尚佛七開示化老和尚佛七開示化老和尚佛七開示化老和尚佛七開示‧‧‧‧1975 年美國年美國年美國年美國 Oregon 州州州州(節選節選節選節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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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去年 11/12月的刊載，節選 8月 20日下午的內容。

1975年 8月 20日‧星期三下午上人：還有沒有問題？問：佛法對我來說是新的，我想知道您教哪一宗派？上人（問翻譯者）：他叫甚麼名字？答：鮑伯。上人（問翻譯者）：他是甚麼地方來的？答：曼哈頓。上人：我們金山寺是整個佛教的一個佛教，並不單屬於哪一宗，哪一派；也沒有宗，也沒有派。問：我記得 上人曾說，我們修行要從根本處修起，法也要從根本處修。我新來，也不懂很多，但是我可以理解生死的概念；我知道舊的死了新的又會生出來了。我希望 上人能就這點再加以解釋一下，並且再告訴我們一些法是什麼；我們在這末法時期該怎樣弘揚法。法是不是也像其他的眾生一樣，在一處滅了，在他處又生起。上人：法，就是一個方法。什麼方法呢？修道的方法。修道的方法因為時間久了，人覺得這個法不新鮮了，他就不修行。本來這個法，沒有正法也沒有末法﹔法是不動的，沒有正末，人呢？有勤修精進和懶惰。人精進就是正法；人懶惰就是末法。我們現在在這兒打佛七，叫精進七，這就是正法。那麼過了打七，你不精進，不修行了，這就是末法。問：可不可以請 上人講一講第三眼？上人（問翻譯者）：有五眼，不只三眼。他聽誰說過有三眼？問：上人昨天所講的白毫相，是第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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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不是的。那是白毫相光。佛不是只有三眼。佛是有百千萬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眼。我們眾生修行也可以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眼。每一個毫毛梢上就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眼睛－－不要說這個眼，有一些外道所說的三眼，那真是太少了，太不明白佛法的道理了。佛法，你要修成佛了，那個眼睛沒有數量那麼多；那個手也沒有數量那麼多。觀音菩薩都有千手千眼；不只千手千眼，萬手萬眼都不止。你們被蚊蟲咬的呢？一定有很多人都被蚊蟲咬。問：……。上人：那就是你不誠心唸佛，沒有拿出真心來。問：那訂的合同呢？上人：你告訴他，這個蚊子一定是沒有信用的。牠一定是不依照這合同來做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牠太小了，牠不管這個。這蚊子也太多了，很多。我可以一個簽著，另個一簽著，那不少了。牠們是很自由很民主，不聽旁人管的。我和這個蚊子簽了合同，那個蚊子說我沒有簽。我不管的，所以牠要來咬人。翻譯：上人只跟一隻蚊子簽約。上人：簽，也不是一個，也是很多，但是，另外還有很多的嘛！不是單單一個。譬如，這一個國家有民主黨跟共和黨。我和民主黨簽了，共和黨說我沒有簽，他那個 party（黨）不管的。因為蚊蟲太多了，牠有好幾黨，好幾派。蚊子有蚊子的黨；螞蟻有螞蟻的黨；蜂子有蜂子的黨，各有所黨，各有一派。唯獨我這個佛教，也沒有一個黨，也沒有一個派；也沒有一個宗，就是全體的佛教。我所講的佛教，不是中國的佛教，不是日本的佛教，不是暹羅、緬甸的佛教，也不是錫蘭、印度的佛教。我所主張的佛教，是整個世界的佛教，是整個宇宙的佛教，是整個法界的佛教。我所主張的佛教，也不叫它做佛教；叫它做什麼呢？叫它「人教」－－你是人，就應該信佛教。因為人能成佛，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佛﹔沒有成佛之前，我們叫它「人教」。那麼「人教」還不普遍，只有人能成佛。那麼「人教」又給它改個名字，叫什麼呢？叫「眾生教」，所有的一切眾生都包括在內了。眾生就是在天上飛的眾生，地下走的眾生，水裡頭的眾生，和一切樹木植物，這都是眾生，每一個樹木裡頭它都有眾生。眾生是眾緣和合而生，所有的一切因緣和合成功才成眾生。所以我主張佛教改個名字叫「人教」；人教又改個名字叫「眾生教」：這個眾生教就是佛教。眾生教又給它改個名字叫「心教」；心教不是新舊的「新」是人心的「心」。一切眾生都有一個心，既然有心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佛就叫心教。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佛與眾生和心是一樣的。我所提倡的佛教是法界為宗。我是法界宗；以法界為宗，以法界為體，以法界為用，以法界為名。又叫一個法界教－－名、體、宗、用、教，都是法界；名叫法界，體叫法界體，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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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宗，用叫法界用：教叫法界教，以法界做它一個範圍。所以，所有的眾生都包括在這法界裡面；無論你是什麼宗教，你跑不出法界外面去。你也不能說你不是眾生；你是眾生，你在這個法界裡頭，在這個佛教裡頭包括著，不論你是好人、壞人，我都把你包括在佛教裡頭。你信佛教，不信佛教，我也都把你包括到佛教裡頭來。你說：「我不信佛教。」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有父親，可是你從小就跑到外邊，所以也不認識這個父親了。等到自己父親來見面的時候，也不認識了。所以，我這個佛教的範圍是包括所有信佛，和不信佛的人；不是說信佛的人就佛教，不信佛的人就不是佛教：不是的。你信不信，我都承認你是佛教，因為佛說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你跑不出去的；你沒有地方跑的，所以我的皈依弟子，他願意來就來，願意走就走。你走到什麼地方去，我怎麼樣也不相信你會跑出到法界外邊去。你沒有跑出到法界外邊去，你還在法界裡邊，那就是我的範圍。所以，我這個佛教是沒有一個邊際的。我這個佛教，你信也好，不信更好；你讚歎佛教也好，你譭謗佛教也沒有關係。順逆皆精進，你就是譭謗，我也要度你成佛的。好像是昨天那個果立說有一個蚊子咬他耳 朵，我叫他發願先度牠成佛。你要是有這種願力，蚊子不咬你了。那麼果童又說也有蚊子咬他，我說把牠 put in jail，把蚊子放到監獄裡去。他說 No！
No！他那麼小就有慈悲心。咬他一口，他也不願意把牠放到監獄裡頭，這個就是慈悲心。至於說和這個蚊蟲簽合同，有的人說還是被蚊子咬呢！雖然說簽合同，我們一切一切還要反求諸己，迴光返照。我最初說那個道理，那才是真的。什麼呢？我說你們要是拿出真心來唸佛，就沒有蚊子來咬你們了，不需要簽合同，蚊子也不咬你；你要不用真心來唸佛，盡打妄想，那個蚊子牠也會看，說：「你呀！在這兒修行，在這兒唸佛，你盡打妄想。好！你先布施給我一點血，看你怎麼樣？」所以牠會看的。你要是有真心呢，牠就寧動千江水，莫動道人心。「這個人在這兒修道唸佛，我無論如何不打他閒岔。」牠會看的。你看這蚊子雖然小，牠會聞味道的。你有這個唸佛的味道，有真心，牠就不咬你；你要沒有真心，好像我這樣常打妄想，這個蚊子就常常和我化緣。我這麼樣子不肯布施的人，都要布施一點血給牠。你們各位也當然是一樣啦！從來也不想捨一分錢布施，捨一個錢幫助人，所以這個蚊子說「好啦！軟化，不如硬化；我一定要喝你的血，叫你發菩提心。」牠喝你一點血，你就有點覺悟，想這個娑婆世界真是苦；不要說旁的，這個蚊蟲咬一口就痛得要一、兩天，腫起來。這個世界真苦囉！趕快唸佛求生極樂世界。那個地方無有眾苦，但受諸樂；那個地方也沒有三惡道，沒這麼多的蚊蟲、螞蟻、蜂子，這些麻煩都沒有，所以你發菩提心。這個蚊子正是你的善知識，正是幫助你修行的，你要迴光返照，反求諸己；要問問自己，是不是拿出真心來唸佛了。這個意思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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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說和牠簽合同那是假的；今天我和你們說這個才是真的。有的人說我們打佛七，講開示，怎麼講蚊蟲呢？蚊蟲雖然小，可有大文章在裡頭。我們修道是要從小的地方修起，不是要從大的地方修起；都是自小而大，自近而遠，自卑而高。所以，我們現在要是把近的事情弄清楚了，遠的事情也就明白了。如果你們各位不願意聽，我所講的你們就把它忘記了；你要是真忘了它，那你才是真唸佛的人。我絕對不相信，你們會把「今天」忘了；不是「我今天說的」，你把它忘了，而是把「今天」給忘了。有人說我會忘了，我睡著就不記得了，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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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西部感恩節之旅美國中西部感恩節之旅美國中西部感恩節之旅美國中西部感恩節之旅

釋近佛

1989年 9月 10日是美國中西部歷史上重要的一天。宣公上人帶領三位出家弟子，前往明

尼蘇達佛教會弘法，播下佛種。24年後，近永、近聖及近佛三名比丘秉承師志，於感恩

節前夕，赴明州及愛荷華州佛教會，與佛友們結法緣。九天期間除了每天的早晚課及上供

外，還拜大悲懺，並傳授三皈、五戒及八關齋戒，作為送給兩地佛友感恩節的最佳禮物。

居士們踴躍拜懺，往往將道場擠得水洩不通。

上人曾經開示：皈依三寶是人生第一件大事，是睜眼投胎重新做人，千萬不要走錯了路。

在明州六天期間，近永法師每天為居士們詳細講解在家律學，包括五戒相經以及傳授三

皈、五戒及八關齋戒儀規。蕅益大師說過：五戒乃是三世諸佛之父；依於五戒，出生十方

三世一切諸佛。五戒也是人天之基，所有戒律的根本。八關齋戒則是佛陀慈悲為在家人設

的出家戒；清淨受持一日一夜，臨命終時，阿彌陀佛及其眷屬會親自前來迎接行者，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

居士們在充分了解三皈五戒的意義後，都法喜充滿，並踴躍發心皈依及受戒。明州計有

16位佛友皈依、20位受五戒（其中 11位發心受持滿分戒）；愛荷華州則有 5位皈依、11

位全數受持滿分五戒。

在兩地法會開始前均有灑淨儀式；尤其愛荷華州的道場係新購，灑淨更具意義。居士們另

帶來四尊觀音菩薩及地藏菩薩像，請求開光。值得一提的是，兩地的居士們都非常誠心；

尤其明州一名八十多歲的老居士發心受持滿分五戒，愛荷華州則有好幾位越南信眾，雖然

語言不通，仍然前來聽法；更有一家祖孫三代一起皈依、受這次近佛返回曾經居住二十年

的明州，發現很多佛友或已往生或搬離明州，真的感嘆人生無常！另一方面卻也看到許多

新進，既年輕又精進、誠心，真是可喜！這趟感恩節之行，特別要感恩 24年前上人將佛

法帶到美國中西部，並感恩明州及愛荷華州佛友們的護法。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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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明州團體照（20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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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8 10:00 am~12:30 pm 念佛, 年終上供及素食火鍋聚餐

1/4

2/1 2/15
10:00 am~12:30 pm 念佛, 素食 Potluck 聚餐

1/11 1/25

2/8 2/22
10:00 am~12:00 pm 念佛

1/5

2/2
10:30 am~1:00 pm

MBA Family Program

素食 Potluck 聚餐

2/16 1:00pm
MBA Family program -

元宵节聚餐*

* Family program活動地點：長青小館；請於 2月 9日之前與 Eugene (eugenekelly2@gmail.com)預約。
佛教會兒童班佛教會兒童班佛教會兒童班佛教會兒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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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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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schedule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上傳下揚法師

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佛教會理事會

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李彥甫

(612-254-2559)

佛教會網址佛教會網址佛教會網址佛教會網址:

http://www.amtb-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佛教會文物流通處佛教會文物流通處佛教會文物流通處佛教會文物流通處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地 址地 址地 址地 址 :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TEL: 651-486-7852

1/2 月共修活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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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ime Activity

1/18 10:00 am~12: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Year-end meal offering

Vegetarian hotpot lunch

1/4

2/1 2/15
10:00 am~12: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1/11 1/25

2/8 2/22
10:00 am~12:0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1/5

2/2
10:30 am~1:00 pm

Family program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2/16 1:00pm
Family program -

Lantern Festival banquet*

*Evergreen Restaurant. Reservation required by Feb. 9 to eugenekelly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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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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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schedule

Advisor: DM Chuan Yang

Issuer: MBA Committee

Contact: Yenfu Li

(612-254-2559)

MBA website:

http://www.amtb-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Location: MBA Library

Address: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TEL: 651-486-7852

Jan/Feb Group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