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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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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35.135.135.烏陀迦囉若闍烏陀迦囉若闍烏陀迦囉若闍烏陀迦囉若闍 

解除水毒風濕症 癱瘓虛痿腎腸癭 

胖腫皮膚疥癩癬 一切痛苦化吉徵 

 

136.136.136.136.阿般囉視多具囉阿般囉視多具囉阿般囉視多具囉阿般囉視多具囉 

慈氏勇健無能勝 量等虛空總包容  

莊嚴聖眾齊擁護 佇望菩提日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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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輪迴脫苦海 四弘誓願救群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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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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2.正明隨順 

如是等類如是等類如是等類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承事種種承事種種承事、、、、種種供養種種供養種種供養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敬父母如敬父母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如奉師長及如奉師長及如奉師長及

阿羅漢阿羅漢阿羅漢阿羅漢，，，，乃至如來乃至如來乃至如來乃至如來，，，，等無有異等無有異等無有異等無有異。。。。於於於於諸病苦諸病苦諸病苦諸病苦，，，，為作良醫為作良醫為作良醫為作良醫；；；；於失道者於失道者於失道者於失道者，，，，示其正路示其正路示其正路示其正路；；；；

於闇夜中於闇夜中於闇夜中於闇夜中，，，，為作光明為作光明為作光明為作光明；；；；於貧窮者於貧窮者於貧窮者於貧窮者，，，，令得伏藏令得伏藏令得伏藏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    

「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像以上所說的這種種的眾生，我都變化成

他們的身形，來教化他們。「種種承事、種種供養」：用種種的方法來侍候他

們、供養他們，「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就

好像恭敬父母、侍候師長和證果的羅漢一樣，乃至於就和供養佛沒有分別。 

「於諸病苦，為作良醫」：眾生有八萬四千種的疾病，菩薩就以八萬四千種的

良藥來對治眾生的疾病。良醫就是精通醫術的醫生。對行菩薩道的菩薩來說，

眾生有病就等於他自己有病一樣，所以就盡力用種種的方法令眾生的疾病都好

了。「於失道者，示其正路」：眾生雖然有兩隻眼睛，但是不知道那一條路是

正路，那一條路是邪路，所以有的時候就會誤入歧途，走錯路了。你若知道他

走錯路，就應該指示他走正路。好像現在有很多青年人，不知道往正當的道路

上走，只知道懶惰、喝酒、吃毒藥，走到錯路上。在這個時候，菩薩就用種種

的方法，引度這些眾生走到正路上，不再誤入歧途。 

「於闇夜中，為作光明」：闇夜就是黑暗的夜裏頭。我們人不明白佛法，就像

在闇夜裏頭；明白佛法之後，這才得到光明。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我們人不

明白佛法就會顛倒行事，明白佛法之後，才知道走光明正大的道路。所以不明

白佛法的眾生，就應該使令他明白佛法，得到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

藏」：對於貧窮的人，就令他或者從地裏頭得著金子、銀子等種種的寶藏。

「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菩薩應該像這樣來平等，而沒有分別，來利

益一切眾生、教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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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2.徵釋（分二） 

Ｉ1.令佛喜故 

Ｉ2.增大悲故 

今Ｉ1. 

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眾生菩薩若能隨順眾生菩薩若能隨順眾生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則為隨順供養諸佛則為隨順供養諸佛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若於眾生尊重承事若於眾生尊重承事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則為尊則為尊則為尊

重承事如來重承事如來重承事如來重承事如來；；；；若令眾生生歡喜者若令眾生生歡喜者若令眾生生歡喜者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則令一切如來歡喜則令一切如來歡喜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何以故」：什麼緣故呢？「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行菩

薩道的菩薩，如果能常常隨順眾生，這就是隨順諸佛，也就是供養諸佛。因為

心、佛及眾生，三無差別，是沒有分別的。 

「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對一切眾生都恭敬承事，這也就是

等於尊重、恭敬、供養如來是一個樣的。「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

歡喜」：若使令一切眾生都生出一種歡喜心，眾生歡喜了，如來也就歡喜了。

所以出家人要 

守口攝意身莫犯，莫惱一切諸有情； 

無益苦行當遠離，如是行者得度世。 

修行人要攝受自己的身口意，不要令一切眾生生煩惱，無益的苦行要遠離，不

要修無益的苦行，這樣子才可以教化眾生。那麼你能令眾生歡喜，這個諸佛如

來也就歡喜了。 

Ｉ2.增大悲故（分三） 

Ｊ1.法說 Ｊ2.喻明 Ｊ3.法合 

今Ｊ1. 

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何以故？？？？諸佛如來諸佛如來諸佛如來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以大悲心而為體故以大悲心而為體故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因於大悲生菩提因於大悲生菩提因於大悲生菩提

心心心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何以故」：什麼緣故眾生歡喜，佛就歡喜呢？因為佛和眾生是一體的，佛也

就是眾生，眾生也就是佛。佛是已成佛的眾生，眾生是未成佛的眾生。我們和

佛是一樣的，將來都是平等平等的。所以佛教和其他宗教不同，因為它最平

等。「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諸佛如來就是以大悲心作為他的本體。

「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為眾生，所以佛生出一種大悲心。「因於大悲生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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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心」：因為這個大悲心，所以由大悲心又生出一種覺道的心。「因菩提心成

等正覺」：因為這個覺道的心，所以他才能成等正覺，才能成佛。 

Ｊ2.喻明 

譬如曠野沙磧之中譬如曠野沙磧之中譬如曠野沙磧之中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有大樹王有大樹王有大樹王，，，，若根得水若根得水若根得水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枝葉華果悉皆繁茂枝葉華果悉皆繁茂枝葉華果悉皆繁茂。。。。    

「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這兒有一個譬喻，好像郊野空曠的沙地裏

頭，有一棵大的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這棵樹王的樹根若

能得著水的灌溉，它的枝葉就會茂盛，華果也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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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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四種念佛的方法四種念佛的方法四種念佛的方法四種念佛的方法 

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觀想念佛觀想念佛觀想念佛觀想念佛‧‧‧‧觀相念佛觀相念佛觀相念佛觀相念佛‧‧‧‧實相念佛實相念佛實相念佛實相念佛    

念佛法門，有四種的念法： 

（一）持名念佛。聞說佛名，一心稱念，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二）觀想念佛。觀想，就是觀看，這麼想著： 

阿彌陀佛身金色 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 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 化菩薩眾亦無邊 

四十八願度眾生 九品咸令登彼岸 

（三）觀相念佛。觀相，對著阿彌陀佛相，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就是觀

相念佛。每一聲佛，口裏念得清清楚楚的，耳朵要聽得清清楚楚的，心

裏要想得清清楚楚的，這叫觀相念佛。 

（四）實相念佛。即念自性法身真佛，就是參禪；你參禪，參「念佛是

誰？」找這個念佛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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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個佛七圓滿，我們就要找這個「念佛的是誰？」一定把它找著，不

要丟了；你若丟了，那就是迷失路徑，回不了家了！回不了家，就見不

著阿彌陀佛了。 

 

7. 信願行信願行信願行信願行三資糧三資糧三資糧三資糧 

信信信信、、、、願願願願、、、、行行行行，，，，這是修行淨土法門的三資糧這是修行淨土法門的三資糧這是修行淨土法門的三資糧這是修行淨土法門的三資糧。。。。    

信、願、行，這是修行淨土法門的三資糧。什麼叫資糧呢？就好像你要

到一個地方去旅行，先要預備一點吃的東西，這叫糧；又要預備一點

錢，這叫資。資糧，就是你所吃的和你所需要用的錢。你想到極樂世界

去，也要有三資糧；這三資糧，就是信、願、行。首先你一定要信，你

若沒有信心，那你與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也沒有緣；你若有信心，就有緣

了，所以首先要有信。你信，要信自己，又要信他；又要信因，又要信

果；又要信事，又要信理。 

信，什麼叫信自己？你要信自己決定可以生到極樂世界，你有資格生到

極樂世界去。你不要看輕自己說：「喔！我造了很多罪業，我無法生到

極樂世界去。」這就是沒信自己。 

你造的罪業多，是嗎？這回你就遇到好機會了，什麼好機會？可以帶業

往生；你造的什麼罪業都可以帶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可是你又要知道，

帶業是帶宿業，不帶新業。宿，就是宿世，前生的、未學佛前的罪業可

以帶去；新業，就是將來的罪業；帶宿業不帶新業，就是帶過去的罪

業，不帶將來的罪業。你以前所造所行所作，無論造了什麼罪業，現在

你改過自新、改惡向善，那麼以前你所造的罪業，可以帶到極樂世界

去，但不帶將來的業。 

信他，你要相信西方確實有一個極樂世界，離我們這世界有十萬億佛土

這麼遠。這是當初阿彌陀佛在沒成佛以前，做法藏比丘時，發願將來造

成一個極樂世界，十方的眾生若願意生到他的國土，不用旁的，只念他

的名號，就可以生到極樂世界上，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用費心 －－這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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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又簡單、又方便、又圓融，既不費錢，又不費力，可以說這是最

高的法門，最無上的法門，只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生到極樂世

界去，這就是信他。 

又要信因、要信果。信什麼因？要信你自己在往昔有善根，才能遇到這

種法門；你若沒有善根，就遇不著這念佛法門，也遇不著佛一切的法

門。因為你有善根，在往昔種這個善因，所以今生遇到這個淨土法門，

而能信、願、持名。你若不繼續來栽培你這種的善根，你就不會成就將

來的菩提果，所以你必須要信因、信果，信你自己在往昔種下這個菩提

之因，將來一定會結菩提的果。好像種田，這個種子種到地裏頭，必須

要栽培灌溉，它才能生長。 

信事、信理。什麼叫信事？什麼叫信理？你要知道阿彌陀佛和我們有大

因緣，他一定會接我們去成佛，這是事。信理，為什麼說我們和阿彌陀

佛有大因緣？若沒有因緣，我們就遇不著這淨土法門。阿彌陀佛也就是

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也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念佛而成的阿彌陀

佛，我們眾生如果能念佛，也可以成阿彌陀佛，這是個理。 

有這種理，有這種事，那麼我們依照這個事理去修行，如同《華嚴經》

講的「事無礙法界，理無礙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在

自性裏邊來講，我們和阿彌陀佛根本是一個的，所以我們都有成佛的資

格。阿彌陀佛，是眾生心裏邊的阿彌陀佛；那麼眾生，也是阿彌陀佛心

裏頭的眾生。因為這種關係，也就有事有理。但是這個道理，你必須要

相信，也必須要去實行，不能懶惰；譬如念佛，一天比一天要增加，不

是一天比一天要減少。 

「信」已經講完了，再講「願」。什麼叫願？願就是你願意的；你所願

意的，你意念所趨，你的心想要怎樣，就發一個願。這個願，就是四弘

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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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諸佛和過去的菩薩，都依照這四弘誓願，而證得佛的果位，而行菩

薩道；現在的佛菩薩和未來的佛，也都是依照這四弘誓願而修行證果。

但是發願，你要先有這個信心，首先必須要信「有極樂世界」，第二要

信「有阿彌陀佛」，第三要信「我和阿彌陀佛一定是有大因緣的，我一

定可以生到極樂世界。」因為有這三種「信」，然後就可以發願一定要

生到極樂世界去，所以才說「願生西方淨土中」，我願意生到極樂世界

去，不是人家勉強叫我去的，不是有人來把我牽著去的。 

雖然說阿彌陀佛來接我，還是要我自己願意去親近阿彌陀佛，願意生到

極樂世界，花開見佛，願意到極樂世界見佛聞法，要有這種的「願」，

然後又要「行」。怎麼樣行？就是念佛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

陀佛……」噢！好像救頭然，好像頭要丟了，有人想要把我的頭割去

了，就要那麼著急地保護自己的頭，不敢懈怠。 

念佛就是實行信、願、行，這就是往生極樂世界的旅費、資糧；資糧就

是旅費，就是所用的錢。到極樂世界，這也好像旅行似的，但是你要有

支票，要有錢；這「信、願、行 」三資糧，就是旅行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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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周氏姐妹的感謝信 

公告：周氏姐妹向明州佛教會捐贈款項 

 Notice: Sisters Zhou's Donation to Midwest Buddhist Association 

 

各位同修， 

 

      明州佛教會的老會員周國芳師姐幾個月前往生，其姐妹周芷芳師姐以程有為、

程周國芳夫婦的名義，從周國芳師姐遺產中捐贈給明州佛教會 US$75,000.00。 

 

   ----    所謂布施者, 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 

明州佛教會感謝讚歎周氏姐妹的善心善行。周國芳師姐十幾年來為佛教會竭心

盡力的護法，鉅細靡遺的付出，財法兩施為每位同修樹立了典範。發願往生西

方淨土是我們修行的共同目標，雖然故人已去，但我們深信他日因緣聚會， 我

們會在彼岸淨土再做菩提眷屬。 

明州佛教會 

2016 年 3 月 1 日 

 

Dear Friends, 

     Sister Guo-Fang Zhou (Barbara), who was a senior member of Midwest 

Buddhist Association (MBA), passed away a few months ago. Her sister, Zhi-Fang 

Zhou, donated US$75k to MBA from her estate in the names of You-Wei Cheng 

& Guo-Fang Zhou.  

 

     "They who practice making offerings will certainly obtain their reward. They 

who take delight in giving will later surely find peace and happiness." 

 

     MBA sincerely appreciates and praises the kindness and virtuous ac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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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ters Zhou. Sister Guo-Fang Zhou had spent over ten years of sincere effort to 

support MBA during her life. Her sincerity and generosity has set up a great 

example for us. We all have the common goal of being reborn in the Western 

Pureland. Although she is now away from us, we believe in another day, our 

affinity will bring us together at the other shore as retinue of the Bodhi. 

Midwest Buddhist Association 

March 1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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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會通知： 

2016.3.30 - 2016.4.11 見承法師駐錫明州弘法 DM Jian Cheng Visiting Minnsota 

見承法師將於 3 月 30 日（週三）至 4 月 11 日（週一）駐錫明州弘法。歡迎大家前來共

襄盛舉！ 

﹣﹣﹣﹣﹣﹣法會行程﹣﹣﹣﹣﹣﹣ 

法會是 3 月 31 日至 4 月 10 日。3 月 30 日和 4 月 11 日無活動。 

週一至週五：晚上 7-9 點念佛開示。 

週六：上午 10-12 點以及下午 1:30 至 4 點念佛開示。 

週日：上午 10-12 點念佛開示，下午 1:30 至 4 點開放與法師私人小參。 

素食午齋**12 點開始。 

*私人小參：有意者請提前聯絡黃美秀 763-210-6146 登記小參時間 

**午齋：法師對下列食物過敏：茄子, 苦瓜, 白蘿蔔,菠菜, 小黃瓜-如有攜帶請事先告知香績組的師姐。 

歡迎各位同修積極發心接送法師以及供養午齋。請提前在佛教會現場登記或者網上登記：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v9yXxjYFq41uruCL5oN1WGyBAn_OXO93gTRbbnLlQU

/edit#gid=0 

 

见承法师简介： 

1983 年台灣香光寺出家.台北臨濟寺受比丘尼戒 。 

現任職 

高雄妙法慈音學會 導師 

淨心文教基金會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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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文殊園淨珍精舍 監院 

Dharma Master Jian Cheng is visiting MBA from Mar 30, Wednesday, to Apr 11, 

Monday. Everyone is welcome to join the event! 

  

 

﹣﹣﹣﹣﹣﹣Agenda﹣﹣﹣﹣﹣﹣ 

1. No activity on Mar 30 and Apr 11. 

2. From Mar 31 (Thursday) to Apr 10 (Sunday): 

Monday to Friday: 7-9pm: Buddha Recitation & Dharma Talk 

Saturday: 10-12am & 1:30-4pm: Buddha Recitation & Dharma Talk 

Sunday: 10-12am: Buddha Recitation & Dharma Talk; 1:30-4pm: Open for personal 

consultation with DM* 

Lunch** starts at 12pm. 

Note: 

*Personal consultation: Please contact Sister Mei-Hsiu Huang (763-210-6146) ahead 
of tim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Lunch: DM is allergic to the following food ingredients: Eggplant, Bitter Gourd / 

Balsam Pear, Daikon, Spinach, Cucumber/Zucchini. If you are bringing food to share 

and it contains any of the ingredients, please notify the Meal Preparing Team in 

advance. 

You are very welcome to offer rides for the Dharma Master, and/or make meal 
offerings. Please sign up in advance at our Library location, or online at: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cv9yXxjYFq41uruCL5oN1WGyBAn_OXO93

gTRbbnLlQU/edit#gid=0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慧  訊      2016 年 3/4月 

  13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Bio of Dharma Master Jian Cheng: 

DM Jian Cheng left home in 1983 at Xiang Guang Monastery in Taiwan. She received 

full ordination at Ling Ji Monastery. 

DM Jian Cheng is currently: 

Advisor of Gaoxiong Wondrous Dharma Kind Sound Society 

Lecturer at Puremind Culture & Education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 at Pure Precious Vihara of Tainan Manjushri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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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州佛教會 2015 財務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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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費通知  

會費通知 Annual Member Fee 

各位佛友, 

 

本年度佛教會會費與往年一致： 

    單人： $25 

    或 

    家庭： $50 

 

 
Dear Friends, 
 
    Our 2016 membership fee amount is the same as previous years: 
 

$25 per person 

or  

$50 pe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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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活動內容 

       

 3/5  3/12 3/19 3/26  

4/16 4/23 

 

10:00am~1:30 pm 念佛, 聚餐，誦楞嚴咒 

3/5 4/9         11:00 am~1:00 pm MBA Family Program 

3/31 ~ 4/10   查看 11~13 页 
� 見法會行程  

� 見承法師駐錫弘法  

4/30 放香 

 

 

佛教會兒童班佛教會兒童班佛教會兒童班佛教會兒童班 

佛教會兒童班旨在學習和宣揚佛法，一般選

擇週六上午，每月活動一次。兒童班內容豐

富，其儀軌、課程和活動的設計能讓參與的

兒童和家長共同受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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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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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煒張煒張煒張煒 

(612-35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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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月共修活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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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ime Activity 

 

3/5  3/12 3/19 3/26  

4/16 4/23 
 

10:00am~1: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Recite Shurangama Mantra 

     3/5 4/9     11:00 am~1:00 pm Family program 

3/31 ~ 4/10 Page11~13 

�  See Event Schedule 

� DM Jian Cheng Dharma 

Event 

No activity on 4/30. 

MBA Family Program 

MBA Family Program targets at learning and 

propagating Buddha dharma. The program 

usually meets one Saturday morning a month. 

All rituals, lessons and activities are planned to 

be meaningful and enriching to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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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isor:   DM Chuan Yang 

   

  Issuer: MBA Committee 

 

Contact: Wei Zhang 

(612-351-2347) 

MBA website:  
http://www.amtb-mba.org 

Email: amtb_mba@yahoo.com 

 

Location: MBA Library 
Address: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Mar/Apr Group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