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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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毗舍囉遮 

天神力士大威德 降伏眾魔鎮山河 
五穀豐登民安樂 四時順序仁愛博 

 154.  扇多舍 

       天才力士息橫災 水火刀兵盜賊排 
       不如意事生歡喜 吉星高照笑顏開 
 

155. 鞞提婆 

鉤召善語警告先 順御教命赦罪愆 
如能改邪修正道 摩訶般若自現前 

 156.  補視多 

教化開導智愚氓 增益成就久廢荒 
一心耕耘不期穫 勤修戒定慧收藏 

 
 
 
 
 
 
 
 
 
 
 
 慧           訊           目            錄   

楞嚴咒句偈  宣化上人 
普賢行願品淺釋（連載）  宣化上人 
西方極樂是君家（連載）   宣化上人 
  

共修行程  佛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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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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2.唯明一行廣說功德（分三） 

Ｆ1.通明五果 Ｆ2.別明淨土 Ｆ3.究竟成佛 Ｆ1.（分五） 

Ｇ1.增上果 Ｇ2.等流果 Ｇ3.異熟果 Ｇ4.士用果 Ｇ5.離繫果 

今Ｇ1. 

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諸佛菩薩

之所稱讚，一切人天皆應禮敬，一切眾生悉應供養。 

「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因為這個，所以如果有人誦這十

大願王，他在這個世間無論到任何地方，都沒有一切的障礙。「如空中月出於

雲翳」：好像虛空中的明月沒有雲翳遮障著一樣，有一種光明現出來。「諸佛

菩薩之所稱讚」：不單這樣，十方諸佛和一切菩薩也都會稱讚這個人。「一切

人天皆應禮敬」：一切人間的人和天上的天人，也都應該恭敬這位誦十大願王

的人。「一切眾生悉應供養」：一切眾生也都應該供養誦念十大願王的這個

人。 

Ｇ2.等流果 

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圓滿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

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 

「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圓滿普賢所有功德」：誦十大願王的這個善男子，生生

世世都可以得到人身，能圓滿修成普賢菩薩所有的這一切的功德。「不久當如

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色身」：不久的將來，他就會和普賢菩薩一樣，很快

地就可以得到微妙的這種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具備三十二種大丈夫

相，好像佛那麼相好莊嚴。 

Ｇ3.異熟果 

若生人天，所在之處，常居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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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他生到人間或者天上，他到任何的地方，就會生在最有權勢、最富有的那

種種族、富貴的家庭裏頭去家庭裏頭去。「勝族」就是殊勝。 

Ｇ4.士用果 

悉能破壞一切惡趣，悉能遠離一切惡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 

「悉能破壞一切惡趣」：他能把一切的惡趣都給破壞了。惡趣就是地獄、餓

鬼、畜生、阿修羅這四惡道。「悉能遠離一切惡友」：常常有善友來接近他，

把這一切的惡友都遠離了。「悉能制伏一切外道」：他也有力量能把一切的外

道給制伏了。 

Ｇ5.離繫果 

悉能解脫一切煩惱，如師子王摧伏群獸，堪受一切眾生供養。 

「悉能解脫一切煩惱」：我們人最不好的就是有一切的煩惱，他能把一切的煩

惱也都解脫了。「如師子王摧伏群獸」：就好像獸中之王的獅子，能把所有的

禽獸都給降伏了，所謂「獅子一吼，百獸皆懼」。「堪受一切眾生供養」：他

能受得起一切眾生的供養。 

Ｆ2.別明淨土（分二） 

Ｇ1.顯法功能 Ｇ2.別明勝果 

今Ｇ1. 

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

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

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

得往生極樂世界。 

「又復是人臨命終時」：又者，這位讀誦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的人臨命終的時

候。「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剎那是很短很短的時間。在最後那一

剎那，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諸根都散了、壞了。眼睛也看不見，耳

朵也聽不著，舌頭也不會嚐味了，鼻子也不能聞香，身也不覺觸了。「一切親

屬悉皆捨離」：所有的親戚朋友也都離開了。因為你已經死了，所以他們都要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慧  訊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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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你了。「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你所有一切的威德和權力也都完全失去

了。 

「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甚至於做國王的有丞相等一

切大臣，以及宮殿、城郭內外一切的財產，如象、馬、車乘和所有寶貴的東

西，「如是一切，無復相隨」：所有的這一切，等到你臨死的時候都不能跟著

你去的。 

「唯此願王，不相捨離」：唯獨普賢菩薩這十大願王不會離你而去，因為它已

經種在你的八識田裏邊，沒有法子離得開。「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切

時、一切處，都在你的前邊引導你，「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在一

剎那這麼短的時間裏，就能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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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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念佛的人就是佛  

做到時時念佛、時時憶佛，縱然現在不能見佛，將來必定會見到

佛。 

  很多人對念佛的法門都還不清楚，對念佛都很馬虎，功夫都沒用好；

參禪也就是念佛，念佛也就是參禪，會參禪的人才會念佛，會念佛的人

才會參禪。參禪不但不能即身是佛，還可能把自己都丟了，甚至還有把

佛都丟了，因為他在找「念佛是誰」。 

 

念佛的人就是佛，心心念念都是佛，久而久之就會變成佛。參禪的人還

談不到就是佛，因參禪是找佛，還不敢承擔我是佛，參「念佛是誰？」

找來找去就向外跑了。 

 

念佛就是佛回來了，回到自己心裏，不必向外找；念佛就是和佛打成一

片，決定往生西方。你念佛，佛就念你，結果就成佛了，你們沒有去研

究，不知道念佛的好處。參禪也很好，但參禪要受苦，第一要忍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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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時時看著自己不打妄想；參禪比較困難一點，念佛比較容易，你

們就是不知道念佛的妙。 

 

我告訴你們一句真話，我最歡喜的事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我睡覺

也念「南無阿彌陀佛」，作夢也念「南無阿彌陀佛」，站著的時候也念

「南無阿彌陀佛」；任何時候，前後左右都被阿彌陀佛佔滿了，因為阿

彌陀佛要和我合成一個。 

 

15. 平時念佛得善終 

人為什麼平時要念佛呢？就是預備臨命終時能不忘記念佛。 

如果你單想要臨命終的時候才念佛、才生善心，那是很不容易生出來

的。人在臨命終時，就是煖、息、識將要斷的時候；煖、息、識這三

種，組織成一個命根，人死就是命根斷了。命根斷，先沒有煖氣，然後

沒有呼吸；再來，識也走了；這三種都斷了，命就終了。 

 

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人在臨死的時候

會良心發現，發現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或者對、或者不對，都會有一種

反省，這時候對自己所做不對的事情，就真正知道不對了。因為真正知

道不對，所以就會生出一種懺悔心；懺悔心一生出來，就算他只聽見一

尊佛的名字、一尊菩薩的名字，或一尊辟支佛的名字，都可以滅無量的

罪過，種無量的善根。所以臨命終是最要緊的時候，可是這也是最不容

易發這種善心的時候。 

 

我們人為什麼平時要念佛呢？就是預備臨命終時能不忘記念佛；因為你

平時就念，臨命終時就不會忘了。如果你單想要臨命終時再念佛、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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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那是很不容易生出來的；但是若能生出來，那也是非常有效驗

的，只要一念懺悔，就可以將一切罪業都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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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活動內容 

       
1/7 1/14 1/21 1/28 
2/4 2/11 2/18 2/25  

 

10:00am~1:30 pm 

念佛, 聚餐 
1/7 莊愛師姐結緣請大家品嘗

印尼大餐 
1/21 年終歲末佛前上供，團

圓火鍋 
每週六下午讀誦楞嚴咒時从现在开始段取消。 
兒童班从 2016 年 9 月已经取消。 
------------------------------------------------ 
PS:祝大家新年快樂，愿大家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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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共修活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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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te Shurangama Mantra every Saturday afternoon Canceled from now on 

MBA Family Program Canceled since September 2016 

PS：Happy New Year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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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Time Activity 

 
1/7 1/14 1/21 1/28 
2/4 2/11 2/18 2/25  

 

10:00am~1: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1/7  Miss/Mrs ZhuangAi 
offering Indonesia food 
 
*1/21 End-of-Year Meal 
Offering to Buddhas & New 
Year Hotpot Gathering  

Jan/ Feb Group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