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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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跋闍囉商羯囉制婆 

金剛鎧甲眼難睜 至德巍巍力無窮 
摧碎群邪絕蹤跡 五穀豐收慶康寧 

 

 162.  跋闍囉俱摩唎 

       金剛童男甚天真 不假思索善惡分 
       剎那徧遊三千界 一念照了眾生心 

163. 俱藍陀唎 

遠離結縛近有德 金剛羅剎化娑婆 
莊嚴道場成殊勝 天母功德般若多 

 164.  跋闍囉喝薩多遮 

金剛巨手五指輪 遐邇妖氛盡遁形 
護持有情成大道 遂心滿願向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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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      訊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  慧  訊 ⊚    2017 年 5/6 月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Midwest-Minnesota Buddhist Association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美國中西部明州佛教會   慧  訊      2017 年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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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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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3.重舉勝德 

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

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這一切人，在一念那麼短的時間

裏，所修行的所有功德、願力都會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他修普賢行

所得的這種福聚集到一起，多得沒有數量可以數，也沒有邊涯。「能於煩惱大

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能修普賢行的這種菩薩發心，就可以在煩惱

的大苦海裏邊救度一切眾生，令一切眾生都脫離煩惱的苦海，到達涅槃的彼岸。

我們一般人，雖然有煩惱，但不知道煩惱就是苦。你有煩惱就有苦，沒有煩惱

就沒有苦了。「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往」是到那個地方去，「生」

是生在那個國土裏邊。往生到什麼地方去呢？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這

「阿彌陀佛」雖然只是四個字，可是所有的佛法都在「阿彌陀佛」這四個字裏

邊包括著。 

釋迦牟尼佛說每一部經典都有人請法，譬如《金剛經》是須菩提尊者請法，

《法華經》是舍利弗尊者請法。唯獨這部《彌陀經》是無問而自說，沒有人請

法。為什麼沒有人請法呢？就因為沒有人明白這種法。這個淨土法門，在表面

上看來好像很簡單，實際上「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就包括三藏十二部一切的經

典。幾十年前，我因為念佛而有所感觸，曾經作了這麼一首偈頌： 

阿彌陀佛萬法王，五時八教盡含藏； 

行人但能專持誦，必至寂光不動場。 

「阿彌陀佛」雖然只是一句佛號，可是你若能念這個佛號，一切的法你都可以

明白，所以說「阿彌陀佛」是萬法王。五時就是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

若時、法華涅槃時。八教是藏教、通教、別教、圓教、頓教、漸教、秘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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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教。這五時八教都在「阿彌陀佛」這四個字裏邊包含著。修行的人只要能

專心持誦阿彌陀佛名號，一定能到常寂光淨土不動道場那個地方去。一般人認

為念佛是老太婆所做的工夫，有智慧的人不應該修行這個法門，這是錯誤的！

這念佛法門，無論是有智慧或是愚癡的人都可以修，這個法門是三根普被的。

三根就是上根、中根、下根。這三種人都可以修行，不是單單就是度老太婆的。 

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呢？第一，因為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和觀世音菩薩最

有緣，觀音菩薩是普門示現，有三十二應身。阿彌陀佛和一切眾生更有緣。阿

彌陀佛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的師父，是極樂世界的教主。他在往昔還沒

成佛以前，有一世做一個法藏比丘，那時他就發了四十八個大願，每一願都是

接引眾生到極樂世界去成佛。其中有一個願說：「我將來成佛時，我的世界只

有男人，沒有女人。」沒有女人，那麼男人從什麼地方來呢？我們一般人都知

道，必須要有爸爸、媽媽，然後才有子女。極樂世界若只有男人，男人也會生

小孩子嗎？不是的。那麼極樂世界的人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呀？極樂世界的人

是從蓮華生出來的。 

生到極樂世界的人，都先托生到蓮華胎裏頭。我們這兒念一句佛，那個蓮華蕊

就大一點，念一句佛又大一點，念的佛越多，那個蓮華就長得越大，可以大得

像車輪似的。等我們臨命終的時候，阿彌陀佛就親自來接引我們到極樂世界去，

把我們的靈性放在蓮華蕊裏邊。等蓮華一開，你這法身也現出了。花開見佛，

就生出一個佛了。因此極樂世界只有男人，沒有女人。所以才說：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華為父母。 

願意生在西方淨土，以九品蓮華做為父母。九品就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

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這每一品裏又分出來九

品，九九就有八十一品。所有的眾生若念阿彌陀佛，就會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得成無上正等正覺。這是阿彌陀佛做法藏比丘的時候所發的四十八願中的一個

願力，他說：「等我成佛，所有的十方眾生，若有稱我名號者，皆生我國，蓮

華化生，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為阿彌陀佛發了這個願力，所以我們

娑婆世界的人若有人念「南無阿彌陀佛」，臨命終的時候，阿彌陀佛就來垂手

接引。你看阿彌陀佛那個接引相，一隻手這麼伸出來，就是想用手托著你，把

你托到極樂世界去。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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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 

九品度眾生，威德無窮極。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阿彌陀佛是第一的，以九品蓮華來度一切眾生，威德無窮

盡。所以你不要把念佛法門看得太簡單了。那麼極樂世界離我們這兒有多遠呢？

有十萬億佛土那麼長的路程。 

將來末法的時候，佛法會斷滅，一切經典也會沒有了。你看現在這個經典上有

字，到了末法時代，它自己就沒有字了。為什麼沒有呢？就因為眾生罪業太深

了，沒有福報，所以就沒有機會看見經典。不要說將來，就是現在，有的人眼

睛根本也沒有毛病，但是他看這個經典的字就看不清楚，看得馬馬虎虎的，這

就是業障。有眼睛看不清楚佛法，這也就等於是末法。經典是怎麼沒有的呢？

什麼經典先沒有的呢？就先從《楞嚴經》上沒有。《楞嚴經》滅了之後，其他

的經典繼續也滅了，最後就剩下《彌陀經》。 

《彌陀經》在這個世界上多住持了一百年，度了無量眾生。然後《彌陀經》也

滅了，這時候就剩「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這六字佛號又多住世了一百年，

又度了很多很多念佛的眾生。然後「南無阿彌陀佛」又減去「南無」兩個字，

就剩「阿彌陀佛」。那時候明白佛法的人就只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

陀佛」，就像求阿彌陀佛來救命似的那麼著急念。再過一百年，連這「阿彌陀

佛」四個字也沒有了，那時候佛法就完全斷滅了。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不問自說《彌陀經》呢？就因為它太重要了，它在這世界最

後才滅。所以我們學佛法的人，切記不要看輕了念佛的法門。好像參禪的人參

「念佛是誰」？由這一句就證明，我們過去通通都念過佛的，所以才知道要參

「念佛是誰」。如果你根本就沒有念過佛，哪一個念佛來著？根本就沒有一個

人念佛呀！怎麼又可以參念佛是誰呢？所以由這一句話頭來研究，就知道我們

過去生中都念過佛，不過有的念得多，有的念得少，有的誠心念，有的馬馬虎

虎念。我們現在遇著這個法門，就不要再輕易把它放過去，應該收拾起我們已

經做過的這種的工作，來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往生極

樂世界，極樂世界是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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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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第二單元---佛七開示錦集）/ 1972.12.08~12.14 

2. 放下染緣即佛緣  

業障深重的人如果肯誠心念佛，也是可以往生的。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九日 

風動水靜演摩訶 眾鳥共鳴雅音奢 

正信正願正行者 念佛念法念僧歌 

精進圓成三不退 禪那高登九品多 

親見彌陀慈悲父 骨肉重逢樂如何 

「風動水靜演摩訶」，極樂世界那兒，風動水靜都在宣演大乘法。 

「眾鳥共鳴雅音奢」，眾鳥如白鶴、孔雀、迦陵頻伽、共命之鳥，也都

很雅興溫文的來參加演法，但是不嘈雜喧鬧。 

「正信正願正行者」，這是說最要緊有正信、正行，不可有邪信、邪念，

見神見怪，或有小神通都是沒用的。 

「念佛念法念僧歌」，念十方一切佛，念十方一切法，及念十方一切聖

僧，念到得勝境時，則入念佛三昧，到時一切聲音都成了彌陀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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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圓成三不退」，精進圓滿成就三不退： 

（一）念不退。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念不退。 

（二）位不退。即正念不退，果位也得不退。 

（三）行不退。修六度萬行，永遠精進不退。 

「禪那高登九品多」，禪淨雙修，便能證聖果，早登九品蓮邦。 

「親見彌陀慈悲父」，阿彌陀佛是我們最慈悲的父親，只要我們肯念他

的名字，他便幫助我們消業障，帶業往生，「骨肉重逢樂如何」，到時

與慈父同聚，如骨肉相逢，這種快樂是說不盡的。 

有著名的科學家預言，明年（一九七三）一月四日，舊金山有大地震。

我們今晚便來討論這問題。 

上人：「果地，你認為如何？」 

果地：「我本來是一個牧師，自從皈依上人之後，真正領悟到佛教才能

了生死、證得正覺，所以我歡喜禪定，可以見到很多的勝境。」 

上人：「你的法名是『果地』，專管地方的，你認為有沒有地震呢？」 

果地長跪良久，說：「假如地震能令人開悟，那也沒有關係的。」 

有比丘尼說：「我們當然都希望沒有地震。」 

一九六八年，舊金山盛傳會有地震，所以很多有錢人家都遷走。當時我

就肯定地說：「不會有地震。我在舊金山一天，不准有地震發生。」 

我現在再告訴你們：「這次舉行佛七，大家要一同專誠念佛，祈禱平安

無事。你們要至誠懇切、心誠則靈，世間一切事情都不是一定的，都有

變化，所謂『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有人說：「今年舊金山特別冷，是明年初有大地震的預兆。」可是我認

為，特別冷，把地基冷固了，就不會有地震。也有人說：「眾生業障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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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業難逃，可能這次災難不能避免。」我不以為然，雖然定業難逃，

可是 「三昧加持力」，能讓火湯變成池。 

我們應該明白世間一切都不是一定，都可轉變的。好像我們都是業障深

重，本來沒有資格可以往生西方淨土，但是如果我們肯誠心念佛，也是

可以往生的。你要是不念佛，本來可以往生，反而變為不能往生。所以

說： 「一切法皆無定法，唯心所造。」大家吃苦已快三天，應再發菩提

心，不怕苦、不怕難、不怕冷、不怕熱，勇猛精進，走到極樂世界去。 

再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問今年新來的居士：「參加佛七有什麼感

想？」他說：「幾乎停止思想。」這是很難得的，他一定能獲得好處。

新來的都能把思想停止，你們這班老居士、老出家的人，更應停止一切

妄想，要切記「放下染緣即佛緣」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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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 間 活動內容 

       
5/6  5/13  5/20  5/27 

     6/3  6/10  6/17  6/24 
 

10:00am~1:30 pm 

念佛, 聚餐 
*  5/6  11:30~12:00 浴佛儀式 
* 5/20  9:30~12:00 改為地藏

經共修 

提醒：从 3 月开始每週六下午讀誦楞嚴咒時从 1 月份已經取消。 
          兒童班从 2016 年 9 月已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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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月共修活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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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tion：Recite Shurangama Mantra every Saturday afternoon Canceled from now on 

                  MBA Family Program Canceled since Sept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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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5/13  5/20  5/27 

    6/3  6/10  6/17  6/24 
 

 

10:00am~1: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  5/6   11:30~12:00 Bath 
Buddha ceremony 
* 5/20    9:30~12:00   Recite the 
Earth Store Sutra 

May/ June Group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