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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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094.094.094.薩怛他伽都瑟尼釤薩怛他伽都瑟尼釤薩怛他伽都瑟尼釤薩怛他伽都瑟尼釤

敬禮寶華大佛頂 幢幔幡蓋眾莊嚴

飛潛動植胎濕化 同入蓮邦萬佛田

095.095.095.095.薩怛多般怛藍薩怛多般怛藍薩怛多般怛藍薩怛多般怛藍

寶傘華蓋毘盧佛 一切咒心降眾魔

用蔭萬德獲自在 體潤群機衍摩訶

096.096.096.096.南無阿婆囉視耽南無阿婆囉視耽南無阿婆囉視耽南無阿婆囉視耽

我禮今會諸聖賢 普求證明大道源

加被護念成三昧 速得無勝天中天

097.097.097.097.般囉帝般囉帝般囉帝般囉帝

早登彼岸你我他 一切眾生到真家

返本還原獲究竟 逍遙自在樂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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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淺釋淺釋淺釋淺釋宣化上人講述
（接上期）

「十者普皆迴向」：普是普遍，皆是完全。普皆迴向，就是所有的一切事都迴向。迴

向什麼呢？迴向給諸佛。把每一天所做的功德都迴向給諸佛，所以才說：

願以此功德願以此功德願以此功德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莊嚴佛淨土莊嚴佛淨土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上報四重恩上報四重恩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下濟三途苦下濟三途苦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若有見聞者若有見聞者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悉發菩提心悉發菩提心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盡此一報身盡此一報身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同生極樂國同生極樂國同生極樂國。。。。

這就是迴向。迴是回來，是向裏邊來；向是向外邊去。先要回來，然後才可以向外邊

去。回到什麼地方來呢？一切一切我都要以凡夫來迴向聖人，就是以眾生來迴向諸佛。迴

凡向聖，這是迴向；迴眾向佛，這是迴向；迴事向理，這是迴向；迴小向大，這是迴向；

迴自向他，這是迴向。

怎麼叫迴自向他？譬如我做了一些個好事，我把我所做的功德都迴向給我的朋友，令

他也發菩提心，成無上道，這叫迴自向他。迴事向理，我做這個事情雖然是有形的，但是

我要迴向這個理，理是無形的，把有形的功德迴向沒有窮盡那麼多的法界。迴小向大，我

以前是修小乘法的，現在我不修小乘法了，要修習大乘法，這叫迴小向大。

又譬如我們天天講經就是法布施，是布施中的最殊勝的一種，可以說比用七寶布施三

千大千世界的功德都大。這功德雖然這麼大，可是我自己不要，而願以講經、說法、轉大

法輪這種的功德，來莊嚴十方諸佛的淨土。上以報天地、國王、父母、師長這種種的恩；

下就救濟地獄、餓鬼、畜生這三途的苦惱。假設有遇見講經的法會，有聽見這法的人，趕

快都發菩提覺道的心，等我們現在這個報身沒有了之後，一起都生到極樂世界去。這就是

迴向。普賢菩薩的第十個願就是普皆迴向，他把所做一切的功德都迴向給諸佛。

善財白言：大聖！云何禮敬乃至迴向？

「善財白言，大聖」：善財童子聽見普賢菩薩發這十種的大願，雖然已經明白，但是

他恐怕我們這一切眾生還未能瞭解這十種的大願，所以他就故意又請問普賢菩薩說了。大

聖，就是大菩薩，也就是個大慈悲的修行人。「云何禮敬，乃至迴向」：怎麼叫禮敬諸

佛？怎麼叫稱讚如來？乃至於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

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迴向呢？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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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菩薩告訴善財童子說，你這位修行的好男子，現在我就告訴你，所說的禮敬諸

佛。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

盡，是窮盡。是所有盡虛空、遍法界，包括十方（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

北、西北、上、下）、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一切諸佛國土，極微塵數那麼

多的諸佛世尊。極，就是到極點了。

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常修禮敬。一一佛

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

「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我因為修普賢行，普賢行是大行，就是盡虛空、

遍法界的這種行門。我以普賢菩薩所修行大願力的緣故，用真正至誠懇切的心，來信解一

切諸佛。

「如對目前」：敬禮佛的時候，心裏要觀想「我是在佛的面前，佛也在我的面前」。

有一首偈頌，凡是拜佛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也是拜〈大悲懺〉的時候所作的觀想，是說：

能禮所禮性空寂能禮所禮性空寂能禮所禮性空寂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感應道交難思議感應道交難思議感應道交難思議；；；；

我此道場如帝珠我此道場如帝珠我此道場如帝珠我此道場如帝珠，，，，釋迦如來影現中釋迦如來影現中釋迦如來影現中釋迦如來影現中；；；；

我身影現釋迦前我身影現釋迦前我身影現釋迦前我身影現釋迦前，，，，頭面接足皈命禮頭面接足皈命禮頭面接足皈命禮頭面接足皈命禮。。。。

我們現在拜佛，這是能禮；我們所拜的佛，就叫所禮。不論是拜佛的人和所拜的佛，

本性都是空寂的。雖然你自己是空的，所拜的佛也是空的，但在這虛空裏頭又有一種感應

道交的力量，這種情形是想像不到、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就是「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你想說也說不出來，你心裏想要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也想不出來。我這個道場就好

像帝釋前邊的寶珠，所有一切的影像都在這個珠裏頭現出來。我們這個道場也就像帝釋的

那個珠子似的，釋迦牟尼佛的形體就在這個珠光裏頭現出來。我這個身體也像一個影子似

的，現在釋迦牟尼佛的前邊，五體投地，一心拜佛。

我們拜佛都要存這種心來拜，要觀想我們在佛的面前，佛也在我們的面前，這樣互相

顯現。

中國的孔子也說：「祭神如神在」，你祭祀鬼神的時候，就要像鬼神就在這兒一樣。

又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你拜祭鬼神，要像鬼神就在你的上邊或者左右似的。

這個「如」字就是你這麼想像，想像鬼神好像在上邊，好像在左右。拜佛也是這樣子，要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果佛在你的前邊，你當然要恭恭敬敬地對佛來拜，不會馬馬虎

虎的。好像我們見著人，對著這個人行禮就會恭恭敬敬的。如果這個人不在這兒，就馬虎

一點，不會那麼恭敬了，所以禮敬諸佛要「如對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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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以清淨身語意業」：悉是完全，以就是用。完全用清淨的身語意業來拜佛。你不

能先造了十惡業然後再來拜佛，必須要清淨你的身語意業來拜佛。身有殺、盜、婬三惡。

你不能先去外邊殺生，兩隻手沾滿了血腥，知道自己有罪了，就回來拜佛，來懺悔自己的

罪狀，不殺生你也不拜佛，這就叫身業不清淨。你也不能看見人家有值錢的東西就給偷回

來，然後又說我偷了人家的東西，這是犯了盜戒，我快到佛前拜拜佛來懺悔吧！這也不叫

身業清淨。無論男女，你去做了很多不正當的事情，然後又想我做了這麼多壞事，快去拜

拜佛，在佛前求懺悔，這也是身業不清淨。你必須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然後拜佛才

有感應。

意有貪、瞋、癡三惡。我們為什麼這麼忙忙碌碌，一天到晚也不休息？就因為有這個

貪心。這個貪心就把你支配得總也沒有閒著的時候。還有這個瞋心，你貪東西貪不來，不

能隨你的意，你就生了煩惱了。為什麼生煩惱？就因為太愚癡，所以就生煩惱。若是聰明

有智慧的人，遇著任何事情他都不會生煩惱，就因為愚癡才生出煩惱。愚癡到什麼程度

上？這種愚癡的人最可笑，也最可憐了。他也沒有讀過書，小學、中學、大學都沒有讀

過，他看人家得到個博士學位，被人稱呼某某博士很光榮的，他就也想得個博士。根本就

沒有讀書，誰可以給你一個博士！有的人沒有學佛法、也沒有聽過經，但他聽說成佛是最

高無上的，他又想成佛了。這是不是愚癡呢？也沒有本錢，他就想做生意賺錢，沒有本錢

怎麼會可以做生意賺錢呢！又有一種最可笑的人，他根本也沒有買馬票，就想要得到第一

獎，這真是豈有此理，不可能的。

又有一種人更愚癡，說：

好花常令朝朝豔好花常令朝朝豔好花常令朝朝豔好花常令朝朝豔，，，，明月何妨夜夜圓明月何妨夜夜圓明月何妨夜夜圓明月何妨夜夜圓；；；；

大地有泉皆化酒大地有泉皆化酒大地有泉皆化酒大地有泉皆化酒，，，，長林無處不搖錢長林無處不搖錢長林無處不搖錢長林無處不搖錢。。。。

歡喜花的人就想了，這花如果永遠都那麼鮮豔、美麗，永遠也不凋謝多好。你看，這

是不是妄想！他又想月亮圓的時候是最好的，何必又要缺了呢？如果月亮每天晚間都這麼

圓的，天天晚間都有光輝，這是最好了。好喝酒的人就想，所有泉水的地方如果都變成

酒，他想喝的時候，就隨便可以去喝這個酒，這是多好啊！可是這個事情也是做不到的。

貪財的人就想，若是所有的樹林都變成搖錢樹，我想用錢的時候，就到樹上去摘一點錢就

可以了，這是多好呢！這也是辦不到的。酒要到處都有，錢也要到處都有，好花常令朝朝

豔這是想讓美色永遠都不會變，明月何妨夜夜圓這就屬於氣。怎麼說是氣呢？因為他願意

明月夜夜都圓的，可是月亮不可能每一天都圓的，他就會不滿意了，不滿意這就是一個

氣，所以這四句就是說的「酒色財氣」。若沒有愚癡，就不會有這種種的煩惱，這是意的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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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我們這個口所造的業障有綺語、妄言、惡口、兩舌。綺語，就是專說一些不正當

的話，男人歡喜講女人如何如何，女人喜歡講男人如何如何，就是講的這種邪痞的話，一

點也沒有用處，也沒有道理。妄言，就是盡打妄語。妄語有大妄語、中妄語、小妄語。大

妄語就譬如你殺了人了，人家問你是不是殺人了？「我沒有殺人啦！不是我。」甚至於

偷、盜、邪婬都是這樣子，這就是打大妄語。惡口就是說出的話很兇惡的，人人都不願意

聽。兩舌是歡喜做兩頭蛇，搬弄是非。

如果有以上這些毛病，都叫身語意業不清淨，而現在說的是要身語意業三業清淨來拜

佛。

「常修禮敬」：常常修這種清淨身語意業來禮敬佛。方才說犯了殺生、偷盜、邪婬再

來拜佛，這是不清淨。可是雖然不清淨，但你還曉得改過自新來拜佛，這還比不拜好得

多，不過這談不到身口意清淨來拜佛。我們現在禮敬諸佛，要常常身口意三業清淨，常修

這種的禮敬。

「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諸佛有無量無邊那麼多，我們禮

拜的時候，要觀想在每一個佛的地方，我們也都現出來不可說、不可說，說不盡、說不盡

的那麼多諸佛國土，像極微塵數那麼多的身來拜佛。因為佛法有不可思議的境界，你只要

發這麼一個遍禮法界的心，你這一禮也就有遍禮法界那麼多的功德。

善財童子最先拜文殊師利菩薩做師父，文殊師利菩薩就叫他向南邊去拜五十三位善知

識，其中有一位就是彌勒菩薩。他到彌勒菩薩處，看見彌勒菩薩所住的地方，七寶莊嚴的

樓閣，重重無盡──樓閣裏頭有樓閣，樓閣裏頭又有樓閣，這些樓閣不知有多少。每一個

樓閣裏邊，又都有一位彌勒菩薩在那裏說法。他也看見有多少彌勒菩薩，自己就現出多少

善財童子在那兒拜佛，有無盡無盡數不過來那麼多。我們現在講《華嚴經》，就要修這種

的「法界觀」，法界的觀想。譬如你拜《妙法蓮華經》，你的身體雖然在佛堂這兒拜《法

華經》，但你要觀想十方微塵數佛的前邊，都有你在那兒拜《法華經》，要發這種無盡無

盡的心。因為一切唯心造，你的心量，周遍法界，現這麼多身去拜這麼多佛，也就有這麼

多佛接受你的禮拜。

「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你這每一個身，都普遍地去禮敬不

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那麼多的佛。雖然你還沒有成佛，但你可以作這種的觀想。

在每一位佛的前邊，也就都會現出你的身，來遍禮一切諸佛。

我們這個暑假班人雖然不多，可是有的人有一點誠心，坐禪也坐得很不錯的。修道

啊，人多也好，人少更好。一個人也不少，萬萬人也不多。為什麼？因為修道是自己修自

己的道，不是旁人替我來修道，也不是我替旁人來修道。所以說：「自己吃飯自己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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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死自己了。」佛在世的時候，阿難以為佛是他的哥哥，他就可以不修道、不修定力，

結果其他的阿羅漢、大比丘都證果了，他還在初果的地方停著。

今天有人問我，坐禪的時候為什麼這手或腿自己就搖動起來，這是什麼道理？這是坐

禪的過程中所應該有的一部份。有的人說：「怎麼有人不會這樣呢？」這是他或者功夫不

夠，或者已經過了這個境界了。這手腳動彈是它自己搖動的，不單手腳會搖動，有的時候

眼睛也會自己活動起來，睜開又閉上，閉上又睜開，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不想它睜開，它

就睜開了，睜開又閉上，就這樣像眨眼一樣，很快很快的。不明白的人就說：「這是不是

中魔了？是不是有魔王來了，讓我身上這麼震啊？」「這是不是生了病哪？」或者自己就

覺得這種情形很可怕的，是不是會發顛狂啊？這不需要怕的。這種動彈就是氣血流通的現

象，因為你以前沒有用過功，氣血不通順，現在你一用功，這個氣血走動了，就會把你原

先不通的地方都通了。流通，有的時候，有的地方氣血一時過不去，就會這麼一震、一振

震。這個震，本來會震三十六次，但是你也不要去數它，你或者手震、腿震，或者其他地

方震，都是三十六次。因為人身上有三十六個大關節，氣血流到每一個大關節都會震動一

下，這也可以說是大地六變震動。大地六變震動的時候，你坐在那兒，這房子好像就搖動

起來了，這不需要怕的，這是人氣血流通的一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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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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今年 3/4月的刊載，節選 8月 21日（盂蘭盆節）下午的內容。

1975年 8月 21日（盂蘭盆節）下午

比丘恆實：想要與大家分享如此豐富的美妙法味，就如同要一勺舀盡大海的水。這太難

了，因為一次你只能得到一滴，可水又是那樣地養人，品質優良，值得我們全力以付。有

些修行人知道法的廣大，也在為不能一下子與大家分享全部而為難。當然這是做不到的，

但我認為這個星期的事件是劃時代，具歷史意義的。雖然有些自誇，在我看來，它很像是

六祖惠能大師在講《法寶壇經》時的法會，因緣相似，法味也相同。這是個重要的事件，

不要當面錯過。所謂「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離了這個，當面錯過。」

正如上人昨晚所說的「入寶山空手而回」，實在是不對。我們有一份法寶可以分享，

這就是你們每天中午在享用 Peggy Brevoort 端置到桌上的佳餚之前所聽到的偈。其中的

幾句是：「佛告大眾，食存五觀。」我想你們每一位會問，「這五觀是甚麼？告訴我，我

就會遵守。」這五觀就是：

一一一一、、、、記功多少記功多少記功多少記功多少，，，，量彼來處量彼來處量彼來處量彼來處：：：：想想為你所吃的這些齋飯而辛苦的農民及參與種植、施

肥、收成、運輸、分類、銷售、烹飪的人，其中有許多勞苦和血汗？你在享受其成果，應

該意識到在食物端上餐桌之前所經過的各個階段。出家人與信眾所應觀照的第二件事是：

二二二二、、、、忖己德行忖己德行忖己德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全缺應供全缺應供全缺應供：：：：也就是你今天的做為是否配享用這一餐。中國人講「口

福」，許多福樂是在嘴巴中享用的。你今天為佛法做了些甚麼呢？有沒有幫助別人？是不

是一個懶蟲？有沒有精進用功？有沒有念佛，好好用功？你是否在追求五欲？這都是些只

有你自己才能回答的問題。這是第二觀。

三三三三、、、、防心離過防心離過防心離過防心離過，，，，貪等為宗貪等為宗貪等為宗貪等為宗。。。。貪為三毒（貪、瞋、癡）之首。誰沒有貪念？佛沒有貪

念，聖人也沒有，其他人幾乎都有，連七地菩薩還有微細的欲念。有些剛開始修道的人

想：「我修得不錯，已經沒有貪欲了，能夠不再吃第四碗麵，將它留給別人。」很好，這

是前進的一個開始，可是要知道貪的形式成千上萬。你對付了粗的煩惱，還有同樣強大、

毒害人的細煩惱。這都取決於你修行時內心的品質與精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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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三觀是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有人說是貪心在使世界轉變；如果你能放下貪

心，真的拔除貪欲之根，摧毀「有所得」的我見山，那就是真正修道。有人說：「佛教，

我懂！那些書我都看過了。聖人一動不動地坐著，頭上現出奇異景象的那些照片我都看

過。我今早打坐來著了，對佛教，我都明白的。」不錯，佛教包括所有這些；包括你所能

想像到的所有的修行和思維。可是金山寺的佛法，是從非常基本的日常生活開始的。比如

吃飯，在吃當中有許多可以修行的地方，每天都有許多缺乏修行的事發生。上人讓弟子在

吃時保持正念，他自己就為大眾樹立了一個完美的榜樣。上人嚴格依照願力，按佛制日中

一餐，過午不食。這是佛陀和其早期弟子所修的十二條苦行之一。這並不是說作佛教徒就

必須每日一餐，這樣的話許多人會受不了而退心。佛所要求的不是這個，而是吃的時候保

持觀照，觀照讓你多吃的貪欲。

大體上講，美國人吃東西都相當浪費，吃得太多，一個勁地塞，所以有這麼多人得心

臟病、動脈病等等，就因為飲食習慣太粗劣了。因此第三觀是：防心離過，貪等為宗。

第四觀第四觀第四觀第四觀：：：：正事良藥正事良藥正事良藥正事良藥，，，，為療形枯為療形枯為療形枯為療形枯。。。。如果真正能把握這一點，你就絕不會攝取超過療饑

所需的食品。想一想，這是藥品我們所吃的任何東西都是某種藥品。上人已經反復開示

過。不要去管食物好吃不好吃。食物的味道不是要點，關鍵在吃飽後就不要再吃了。有人

強調種種風味、品質，把握炒飯的時機，涼拌菜的調味，這都是對食物的執著，是在消耗

自己福報，將自己的福報吃掉。實際上真正修行時，在心地上你應毫不介意食物是否好

吃，有營養否，煮得怎麼樣。眼前有甚麼食物就吃甚麼﹔吃八分飽，不要撐飽，這樣你才

是視食物為良藥。像頭痛時，你不會吃九顆阿斯匹靈吧？就像你不會朝頭上開一槍來治頭

痛一樣，這都太過份了。食物也一樣，是藥品。你如果這樣看，就不會吃得過量。你攝取

足夠療饑的食物後就不再吃了。

這並不是說，如果比旁邊的人吃得少，你的道德就高。不要執著這一點。有人飯量

大，六碗飯還不飽，就應該吃到八成飽為止。另一個人飯量很小，他吃了三勺飯，但他的

飯量只有一勺，那他就是貪心了。六碗飯還不飽，就應該吃到八成飽為止。這完全看你自

己；你自己吃飯穿衣，你要知道自己的限度。

第五觀是為成道業第五觀是為成道業第五觀是為成道業第五觀是為成道業，，，，應受此食應受此食應受此食應受此食：：：：你吃飯的唯一原因就是維持生命，精進修道。身體

大體上是不淨的，內部有許多不淨之物，九孔常流穢物。為了讓身體氣味好一點，你多年

來一直在用防臭劑；為要保持身體有魅力的幻覺，你刷洗、梳理、拍打、鍛鍊，死亡之

時，這虛幻的一切都終結了。你看到這個身體原來是個臭皮囊。蟲子嚙食我們的尸骨，使

之歸於大地。身體雖然不淨，但得生為人，身體卻是理想的修道器具。人不吃飯會死，所

以你只要吃到夠修道就行了。這就是吃東西的目的。

這有一組偈頌，有助於記憶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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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功多少記功多少記功多少記功多少，，，，量彼來處量彼來處量彼來處量彼來處。。。。

忖己德行忖己德行忖己德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全缺應供全缺應供全缺應供。。。。

防心離過防心離過防心離過防心離過，，，，貪等為宗貪等為宗貪等為宗貪等為宗。。。。

正事良藥正事良藥正事良藥正事良藥，，，，為療形枯為療形枯為療形枯為療形枯。。。。

為成道業為成道業為成道業為成道業，，，，應受此食應受此食應受此食應受此食。。。。

我今靜觀我今靜觀我今靜觀我今靜觀，，，，正念受供正念受供正念受供正念受供。。。。

第一「記功多少，量彼來處。」：在佛教中布施很重要，是菩薩都要修行的六波羅密

中的第一條。梵文稱為 dana（檀越）。出家人發不蓄財的願。沙彌戒之一就是不捉持值

錢的物品。根本上講，僧人甚麼也不需要；他們只需要最起碼的居住條件、食品、衣物。

印度的僧人都出去乞食；中國的天氣可能會很惡劣，和尚天天去乞食很困難。寺院又常常

在野外，周圍沒有人家可乞。逐漸乞食之風就在中國中斷了，和尚們靠信眾的供養過活。

和尚怎麼能說：「你一定要給我」？他們不講這話。出家人主要做的事就是奉獻；他們護

持正法，使之具有活力。如何為三寶，為眾生奉獻呢？他成為福田來奉獻。這是個比喻。

若有一塊肥沃的福田，任何東西都可以在上面生長。僧人有沒有修福？僧人並不刻意為自

己修福，宣稱「我念咒、經行、念佛，集累了許多功德。我的功德銀行裡已有了許多積

蓄。」他可不是這麼想。

他接受弟子，在家眾的供養，來為他們修福。他們這樣供養亡去的親屬，為別人服

務。在家人可以這樣自利利他地做供養，修菩薩道。

你供養三寶，服務大眾，就是在三寶所代表的福田中播種。同時你也結下了法緣，將

來便可以再遇到妙法，繼續修行佛道。通過布施，你也就可以使這純正古老的智慧，在世

間流傳得更久，所以其角色之重要是不可輕視的。佛法在美國還很年輕，如同剛出土的嫩

芽，正朝著陽光茁壯成長，但它仍然是一株幼苗。大家一定要研究一下三寶、僧人與在家

人的這種關係的運作。這是使這種關係發揮效力的正當途徑。

僧人接受任何供養，都使他揹上了沉重的業。受供時他說：「因為接受了這份供養，

我就一定要證悟；否則我就造了惡業。」只有阿羅漢才真正配受供養，應供也是佛的一個

名號。僧團應該清楚，一旦受人供養，他就肩負著修行證果沉重使命。在成佛的路上，佛

修行布施波羅密；一次次，為法為眾生，可以說他捨身的行為是種誠心的供養。上人曾說

為法獻身是最上的供養。據說，佛為法捨身的次數多如世界的微塵。這是從長遠歷史的眼

光來看，他捨身的次數就是這樣多。事實也是如此，更不用說他捨棄身外之財－－金錢、

財物、配偶、子女、家庭、房舍、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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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行程法會行程法會行程法會行程

各位同修，阿彌陀佛！

傳揚法師於 2014年 4月 25日至 5月 5日駐錫明州。DM Chuan Yang is visiting us from

4/25 to 5/5.

詳細法會行程:

4/26-27, Sat&

Sun週六周日
10am-12pm
1:30-4pm

上午恭誦阿彌陀經及念佛；午餐 potluck；午齋后聽法和

/或念佛。

chanting Amitabha Sutra and Buddha's name; potluck;
lecture and/or chanting Buddha's name

4/28-5/2
12-2pm
7pm-9pm

中午午齋；晚上念佛。

lunch break; chanting Buddha's name in the evening

5/3-4, Sat& Sun

週六周日

10am-12pm
1:30-4pm

請等待進一步活動通知。

Activities to be announced. We will send a notice via email.

5/5, Mon
法師離開明州。

The master leaves MN.

如有疑問，請與李彥甫聯絡: 612-254-2559，或電郵 yenfu12345@gmail.com。

法會地點：佛教會圖書館(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歡迎大家發心供養 4/28-5/2午齋，有意者請到佛教會圖書館報名。

For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Yenfu Li by 612-254-2559, or yenfu12345@gmail.com

Event Address: MBA Library (1245 Summit Ct. Maplewood, MN 55109)

You are welcome to offer lunch during 4/28-5/2, please sign up at MB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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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5/17
6/7 6/21

10:00 am~12:30 pm 念佛, 素食 Potluck 聚餐

5/10 5/24
6/14 6/28

10:00 am~12:00 pm 念佛

5/18
6/1

10:30 am~1:00 pm
MBA Family Program

素食 Potluck 聚餐

5/3 5/4 詳見法會行程 念佛，講法

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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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老師顧問老師顧問老師顧問老師:::: 上
近

下
佛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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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月共修活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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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ime Activity

5/17
6/7 6/21

10:00 am~12:3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5/10 5/24
6/14 6/28

10:00 am~12:00 pm Chanting Buddha’s name

5/18
6/1

10:30 am~1:00 pm
Family program
Vegetarian potluck lunch

5/3 5/4 See dharma event details
Chanting Buddha’s name
Dharma talk

No activity on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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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ultant: DM Jin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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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pr Group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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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佛教會明州佛教會明州佛教會明州佛教會 2013 財務公示財務公示財務公示財務公示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Dec.31, 2013

Checking Account $40,235.40 道場基金 $133,275.36

Certified Deposit 82,945.64 前期損/益 44,759.61

Saving Account 54,751.37

本期損/益 102.56

合計 178034.97 合計 178034.97

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

Dec.31, 2013

費用 $17,873.34 一般收入 $16,705.78

會費收入 1,065.00

本期損/益 102.56

合計 $17,873.34 合計 $17,8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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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明細費用明細費用明細費用明細

Dec.31, 2013

供養佛寺及師父們 $5200.00

師父法會機票 2579.7

振災 2500

電費 1647.72

房屋保險 1184.9

冰箱 1124.78

草地維修及除雪 1140

供養牌位 650.00

供齋花果 556.5

修繕費 407.56

電話費 314.96

水費 276.32

網費 109.86

放生 97.57

法會支出 83.47

合計 $1787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