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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原典巴利文 如法出家僧眾早晚課念誦經文
【序言一】

佛說經典只有五部經典，餘皆後代人為所編造，並非佛說
從佛教第一次經典集結開始時，阿難就上台說：「佛陀的佛法或教導，稱為《經
或《開示集藏》，已經依據長度與主題，分類為五部。」
藏》 (suttapitaka)
從此段經文，即可確定佛陀所教示經藏只有五部而已，加上律藏五部，其餘《大
藏經》內的經文，皆由後代出家眾自己所編造，都非親耳聽聞佛陀開示所記錄之經
文，此為無庸置疑的事實。
難怪《大藏經》內一本經文就出現諸多版本，甚至內容諸多不同，互為牴觸矛盾
之處甚多；也誤導代代佛弟子修行方向與知見，也成為深入經藏的外道教徒攻擊之
處，實屬莫大遺憾！
尤以《大藏經》內所記載之諸多佛教故事，可確定為人為編造故事；皆充滿怪力
亂神、荒誕不經之情節，冒瀆三寶佛法，令人疑惑、難以置信。
以科學邏輯方式探討，一則假造的佛教假故事豈會記載於一本真經之內；若是一
本真經豈可記載一則假造的佛教故事，可見此類經文絕非真經。又查《大藏經》各部
經文所記載佛教故事，又諸多不同版本與內容，有如小說情節，令人匪夷所思；但查

《大藏經》中諸多假經，經頭皆記「如是我聞」，更令人迷惑不堪！
而佛教第二次經典集結，從巴利文佛教原典所載可知，皆是集結《阿毘達摩論》
之經典，不是大乘經典；可見傳到中國之大乘經文，到底從何而來呢？幾乎可確定
的，是由代代出家弟子，個人所編造或所領悟出來的經文，無須懷疑。
又《論藏》經典內容，多數為後代出家弟子，個人解讀之後編造成藏，內容常與
佛教原典經文所載佛說真實義相違。又從巴利文佛教原典得知，阿難已向第一次經典
集結之五百比丘宣示，在《經藏》五部中，佛諸多開示都已包含《論藏》經文之根源
了，何勞後代出家眾再以個人之解讀加以贅述編造呢？如此行為，等同自認自身之見
解領悟，超越佛陀之開示法義，此是一種極為冒犯佛陀之罪嫌；《論藏》經典萬萬不
可研讀，免自誤又誤人！
而可惜的是，唐三藏玄奘大師，遠赴印度苦學十八年，帶回來經文竟大部份為
《論藏》之經文，應屬印度佛教第二次經典集結之《論藏》經文；深奧難懂，與佛教
原典佛所說經文多不契理。又如《菩提道次第廣論》為西藏宗喀巴尊者所編造，其所
論述以十二因緣法為主；但看大藏經所記載佛說「十二因緣法」之經文有十多版本，
本本論述都比宗喀巴尊者論述精細透徹明了，如此又何須多此一舉來論述佛所開示
之十二因緣法呢？或要證明宗喀巴尊者對十二因緣法之解讀，超越佛陀之見解與智力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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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從初中求學開始研讀佛經，至今出家三十多年，前後一生六十年間，費盡一
生心血體力，可謂極度地辛苦研讀經文，閱歷二二七八部《大藏經文》，至今覽讀巴
利文佛教原典，方覺是真正佛法真實義也。
至今方覺，我已浪費六十年之寶貴生命而徒勞無功；過去對佛法卻充滿諸多錯知
錯見，也誤教無數弟子，深感罪過，無量懺悔。從今起當從頭研讀巴利文佛教原典，
望於未來時間，能為大眾開示佛教真實義，以補罪愆而無憾也！
【序言二】
日本佛教僧團所編造《大正藏》版《大藏經》除了阿含部經文外，原來全為假經
我開山和尚釋常律以最嚴肅態度，告知全國佛教弟子，以和尚一生花費近六十年
時間研讀《大藏經》，又花費十多年編輯《大藏津要》，以及近年來研讀巴利文佛教
原典；至今才覺知《大正藏》版《大藏經》之經文全部是假經，絕對不能研讀，免誤
人誤己，其理由有七：
一、從巴利文原始佛典，得知佛開示的話語為白話；《大藏經》卻以文言文翻
譯，翻譯者參雜己意及很多個人解讀，完全失真。背離佛教真實義，凡修改佛說一句
一字皆為假經。
二、《大藏經》若為真經，豈會記載人為編造的荒誕不經、怪力亂神之佛教故事？
三、《大藏經》中，同樣一本經文竟有十幾種不同的版本！佛法為不二法門，同

樣真理，佛豈會開示十幾種不同版本的經文與話語呢？而且各經文互相矛盾不同之處
甚多，錯字錯辭甚多，這是任何宗教經文不可能存在之怪象。基督教的《聖經•舊
約》及《新約》，回教的《可蘭經》，天主教的《天主經》、《聖母經》、《玫瑰
經》都僅一種版本；每句經文完全一樣，無有兩種版本。
四、目前中國佛教界所研讀的經典都為《大正藏》版的《大藏經》，是於日本大
正十三年 西
( 元一九二四年 日
) 本佛教界召集近五百日本僧人編輯《大藏經》。想不到
日本佛教從中國傳法過去，中國佛教卻無能自編完整《大藏經》，得研讀不諳佛教甚
深妙法之日本佛教僧團所編經藏。當時日本佛教僧團將從中國帶回之真經、假經、外
道經文，全部收納於《大正藏》版《大藏經》裡，可謂魚目混珠、濫竽充數。甚至很
多經典多年來大家認為是真經，經歷史學家研究發現都是人編造翻譯之假經；如號稱
漢明帝傳到中國第一部經典《四十二章經》也是人編造假經，而《八大人覺經》竟也
是人編造之假經，都非佛說經文。可知《大藏經》裡假經充斥，若稍有佛學造詣者，
一看經文之體裁結構，就知道是假經。中國佛教會曾召集國內外精通佛學專家學者，
針對《大藏經》全部經文徹底研討，列出《四十二章經》經裡非佛說之假經竟有上百
本之多。
五、巴利文佛教原典，記載佛入滅三個月後，由迦葉尊者及阿難尊者召集五百位
羅漢比丘，舉辦第一次佛說經典集結之會議。會後阿難尊者當眾結語，佛一生所開示
經藏僅有五部，律藏經文有五部，是他一生隨侍佛陀親耳所聞，佛皆以白話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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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經》何來二千多部經文？可證明後來經文，都是後代出家弟子有意無意故意以
個人己意解讀編造出的經文。傳到中國，翻譯者又以個人己意解讀、翻譯修改成文言
文，完完全全背離佛教真實義，為至顯至明之事實，無庸置疑。
六、全世界佛教界所公認，泰國佛教為最正統原始佛教，僅研讀及開示五部巴
利文佛教原典，並不承認其它毫無根據非佛所說經典。在在證明巴利文五部佛教原
典，方為佛金口所開示，確定其餘佛經皆為代代出家及在家弟子人為編造之經文，是
無須爭辯之事實！
七、從數位有心深入《大藏經》基督教牧師研究結論，以科學角度分析《大正
藏》版《大藏經》經文中，諸多經文前後互為矛盾、邏輯不通，荒誕不經。尤其是佛
教故事，這正是和尚研究經藏多年心結疑惑之處。
和尚忝自出家數十年來，費盡極大苦心及近六十年時間研讀《大藏經》；又極盡
辛勞、夙夜匪懈編纂《大藏津要》，也連累出家弟子參與編輯工作而敗壞身體，至今
難以復原，深感至為難過心痛。吾徒浪費一生數十年之心血時間，可謂付之一炬；對
個人生命而言，可謂損失慘重巨大無比，內心深覺劇痛難挨！
精細加工後的《大藏經》
和尚言，辨別真經假經一個重大原則：只要以文言文翻譯的佛經全部是假經。
佛陀對於調查研究的超級重視，要調查一個人的心念心智、一個人的情緒、一個

人的信仰，或所涉及的與生俱來的美德與善良，都需要檢驗資訊的來源與傳授資訊的
老師；最後還要檢驗所運用的佛法本身，以做為終究的比較參證。吹牛或自我主義的
老師，會誤導學生及傷害純淨的佛法。
佛陀確切了知，由自稱專業的或即使是授證的所謂老師，在精細加工後可能受到
的傷害。這種老師不是吹牛者，就是自我主義者，或是有時會誤導的；以為他是天真
無邪的或是別有用心的，純淨的佛法本身將陷入風險而變得失去效力，它的弘傳過程
就出軌了。
此段佛所開示經文，剛好形容《大藏經》各自經典的亂象矛盾，互相的牴觸不一
致，就可印證：所謂的老師，對佛法精細加工後，《大藏經》就是經過一代一代的比
丘老師精細加工，有意無意或故意地用自己的解讀編造。有些老師就是自我主義、自
我解讀、自我吹牛，我講的都對的，我講的是弘大，我講的是大乘的，我講的是正確
的；你看自我吹牛，所以《大藏經》各唱各的調，導致同樣的經文有十幾個版本。
即是迦葉尊者點出這種自我主義老師所編造出來的《大藏經》，竟是如此地混
亂、不一致、走樣、失真及造假，至顯至明也。
民初，神通高僧金山活佛，每每看到經文，就言：「都是這個文字害死人。」且
立刻將經文吞入口中，可見神僧早知中國自古流傳《大藏經》文，皆為人所編造之經
文，不能看不能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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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出家僧眾早課念誦經文
先禮拜堂上所供奉的諸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五
(遍
)

南無十方一切賢聖僧

大悲咒

南無阿彌陀佛 （三稱）
南無觀世音菩薩 （三稱）

各
( 一拜
)

納莫囉特納 得囉雅雅 納嘛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 室哇囉雅 波地薩特哇雅 嘛哈薩
特哇雅 嘛哈卡魯尼卡雅 嗡 沙爾哇囉嗎也吔叔他納達悉雅 納嘛史葛力特哇 伊
猛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 室哇囉雅 囉姆他哇 納莫尼囉甘他 合力嘛哈 哇他沙昧
沙爾哇他 都賀休朋 阿節雅姆 沙爾哇沙達 納嘛哇山達 納莫哇卡嘛 威達多 達
地雅他 嗡 阿哇洛ㄎㄧ 洛卡帖 葛囉帖 嘿合力嘛哈 波地薩特哇 沙爾哇 沙爾
哇 嘛啦 嘛啦 嘛ㄏㄧ嘛 合達雅姆 姑魯姑魯卡爾猛 杜魯杜魯 威札雅帖 嘛哈威
札雅帖 他囉他囉 得力尼 室哇囉雅 卡啦卡啦 嘛嘛威嘛啦 目格德咧 嘿ㄏㄧ嘿
ㄏㄧ 希納 希納 阿沙姆 布囉沙力 威室哇 威室哇姆 布囉沙雅 呼喔 呼喔 嘛囉
呼喔 呼喔 合力 沙爾 沙爾 悉爾 悉爾 輸爾 輸爾 波地雅 波地雅 波他雅 波他
雅 買得力雅 尼啦甘他 得力希尼納 帕雅嘛納 史哇哈 悉他雅 史哇哈 嘛哈悉他
雅 史哇哈 悉他喲ㄍㄟㄜ 室哇囉雅 史哇哈 尼啦甘他 史哇哈 嘛囉納囉 史哇哈
西囉 悉姆哈 目卡雅 史哇哈 沙爾哇 嘛哈阿悉他雅 史哇哈 卡葛囉 阿悉他雅
史哇哈 叭特嘛 哈史達雅 史哇哈 尼啦甘他 哇ㄎㄜ啦雅 史哇哈 嘛哇力 山卡囉
雅 史哇哈 納莫囉特納 得囉雅雅 納嘛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室哇囉雅 史哇哈 嗡
悉地延都 曼德囉 巴達雅 史哇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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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課前念誦三皈依
五
( 百羅漢比丘早課一起吟誦三皈依禮敬佛陀，《中部•布喻經》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向世尊，無上士，正遍知者致敬。

)

如此的世尊：無上完美的、正遍知覺醒的、天生具有知識與美德；已走上了正
道，是世界的理解者、無可比的調御師、人天師、覺醒的世尊。
世尊善巧教導的佛法，是立即可以終生永恆受益的；吸引我們去體驗，引領我們
向上，經由智者而得以個別瞭解。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健全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誠實的行為，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智慧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適中的行為。
這四對的人，即八個人，是世尊的僧團。值得我們供養、真誠接待、贈禮物與致
敬，是給世界無可比的功德。

比丘們每天必誦佛陀證言
佛法是給少欲的人，不是給多求的人。
佛法是給知足的人，不是給不知足的人。
佛法是給喜愛退隱的人，不是給喜愛社交的人。

佛法是給能量充沛的人，不是給懶散無力的人。
佛法是給有正念專心的人，不是給無正念散心的人。
佛法是給沉著鎮靜的人，不是給焦浮不安的人。
佛法是給有智慧的人，不是給無智慧的人。

《
( 小部•法句經》

)

佛法是給喜愛活在免於障礙中的人，不是給喜愛活在障礙中的人。

迦葉尊者每天念誦詩文
避開所有邪惡的，從事都是良善的，

淨化一個人的心念，這是諸佛的所有教誨。
忍辱是最高的修行，佛說，涅槃是崇高的。
一位真正的比丘不會傷害別人，一個真正的出家修行者不會壓迫任何人，不鄙

)

視、不傷害，根據道場的成規而自我克制，食物上要節制，居住上要獨處，專心

佛
( 陀為僧眾每次開示前，以如下詩偈告誡僧團

致志於禪修，這就是佛陀的教誨。

開經偈

人身難得今已得，凡人的生命是困難的。
佛法難聞今已聞，佛陀的出現乃是真正的稀有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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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
(稱
)

《 中 部 • 漏 盡 經 》 佛( 陀 時 代 成 為 全 國 印 度 寺 院 僧 眾 的 早 課 標 準 )
這是我所聽見的，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世尊對比丘
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約束所有漏 煩
(惱 的
) 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
量。」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無知、無見是不能使漏得
到盡除的。什麼是有知、有見可使漏得到盡除呢？有如理思維和不如理思維：如
理思維的人，可使沒有生起的漏不會生起，可使生起了的漏得到斷除；不如理思
維的人，可使沒有生起的漏得到生起，可使生起了的漏得到增長。
比丘們，有些漏從見來斷除，有些漏從約束來斷除，有些漏從受用供養物來
斷除，有些漏從忍受來斷除，有些漏從迴避來斷除，有些漏從驅除來斷除，有些
漏從修習來斷除。

比丘們，什麼是從見來斷除漏呢？
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
人法，不學善人法。他不知什麼是應去思維的事情，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事情；
因此他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情，不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事情。
比丘們，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事情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

欲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欲漏得到增長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有漏得到生起、生
起了的有漏得到增長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
到增長的事情。他就是思維這些不應去思維的事情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去思維的事情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欲
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欲漏得到斷除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有漏不會生起、生起
了的有漏得到斷除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
斷除的事情。他就是不思維這些應去思維的事情了。
因為他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情，不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事情，所以使沒
有生起的漏得到生起，使生起了的漏得到增長。
他這樣無智思維：我過去存在嗎？我過去不存在嗎？我過去是什麼呢？我過
去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過去呢？我將來存在嗎？我將來不存在
嗎？我將來是什麼呢？我將來是怎麼樣的呢？什麼行為會影響我的將來呢？現在
有我嗎？現在沒有我嗎？現在的我是什麼呢？現在的我是怎麼樣的呢？這個眾生
從哪裏到來現在呢？他來生又會去哪裏呢？
因為無智思維，他會生起六種見的其中之一，並視之為真諦而確立在心中：
我之中有一個我。我之中沒有我。從我之中認知到有一個我。從我之中認知到沒
有我。從沒有我之中認知到有一個我。有一個我在說話，在受各種善惡業的果
報；這個我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一直長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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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這些稱為見的去處、見的密林、見的荒野、見的表演場所、見的角
力場所、見的結縛。受見的結縛所束縛，不聞法義的凡夫不能從生、老、死、
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不能解脫苦。
比 丘 們 ， 多 聞 法 義 的 聖 弟 子 常 去 看 聖 者 ， 知 聖 法 ， 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
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知道什麼是應去思維的事情，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事情；
因此他不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情，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事情。
比丘們，什麼是不應去思維的事情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
欲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欲漏得到增長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有漏得到生起、生
起了的有漏得到增長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得到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
到增長的事情。他就是不思維這些不應去思維的事情了。
比丘們，什麼是應去思維的事情呢？就是一些在思維之後，使沒有生起的欲
漏 不 會 生 起 、 生 起 了 的 欲 漏 得 到 斷 除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有漏不會生起、生起了
的有漏得到斷除的事情；使沒有生起的無明漏不會生起、生起了的無明漏得到斷除
的事情。他就是思維這些應去思維的事情了。
因為他不思維那些不應去思維的事情，思維那些應去思維的事情，所以使沒
有生起的漏不會生起，使生起了的漏得到斷除。
他這樣智慧思維：這是苦。這是苦集。這是苦滅。這是苦滅之道。因為如理
思維，他斷除身見、疑惑、戒取三結。比丘們，這就是從見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約束來斷除漏呢？
一位智慧思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眼根。他知道不約束眼根便會生起汙染、煩
惱與熱惱，約束眼根便沒有汙染、煩惱與熱惱。
一位智慧思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耳根。他知道不約束耳根便會生起汙染、煩
惱與熱惱，約束耳根便沒有汙染、煩惱與熱惱。
一位智慧思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鼻根。他知道不約束鼻根便會生起汙染、煩
惱與熱惱，約束鼻根便沒有汙染、煩惱與熱惱。
一位智慧思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舌根。他知道不約束舌根便會生起汙染、煩
惱與熱惱，約束舌根便沒有汙染、煩惱與熱惱。
一位智慧思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身根。他知道不約束身根便會生起汙染、煩
惱與熱惱，約束身根便沒有汙染、煩惱與熱惱。
一位智慧思量的比丘會時常約束意根。他知道不約束意根便會生起汙染、煩
惱與熱惱，約束意根便沒有汙染、煩惱與熱惱。
比丘們，如果不約束，汙染、煩惱，與發燒便會生起；通過約束，便沒有汙
染、煩惱與熱惱。這就是從約束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受用供養物來斷除漏呢？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受用衣服，只為了防寒、防暑、防風、防熱、防虻、

．18．
．19．

．如法出家僧眾早課念誦經文．
．如 法 出 家 僧 眾 早 課 念 誦 經 文 ．

防蚊、防爬蟲，只是為了蔽體。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也不是為了麻醉、也不是
為了得到美麗的外貌與吸引力，而是為了使身體健康持續下去、止息身體的苦
痛，因此有助於修行。他要思考：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如此
我將是健康無有病痛，能安穩舒適地生活。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受用住處，只為了防寒、防暑、防風、防熱、防虻、
防蚊、防爬蟲、防惡劣氣候，只是為了享受隱修的目的。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受用醫藥品，只為了治療已生起的病痛與保持良好健
康的利益。一個人沒有使用醫藥及必用品，可能會生起汙染、煩惱與發燒，因
此，使用了必需品，就不會生起汙染、煩惱或發燒。這些叫做汙染的，要藉由使
用比丘必用品而應該要拋棄掉。

比丘們，什麼是從忍受來斷除漏呢？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有容忍心，能忍受寒、暑、風、熱、飢、渴、虻、
蚊、爬蟲，能忍受難聽、不受歡迎的說話方式，能忍受身體的不快感受、不悅感
受、強烈痛苦、能致命的感受。
比丘們，如果不忍受，汙染、煩惱與熱惱便會生起；通過忍受，便沒有汙
染、煩惱與熱惱。這就是從忍受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迴避來斷除漏呢？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迴避野象、野馬、野牛、野狗、毒蛇、殘樹幹、荊
棘、深坑、懸崖、水坑、污水池。一個坐不適當的座位、不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
行的牧地而行、結交惡友的比丘，會被有智慧的同修視為一個惡行的比丘；因此
他迴避不適當的座位、不適當的行處、惡友。
比丘們，如果不迴避，汙染、煩惱與熱惱便會生起；通過迴避，便沒有汙
染、煩惱與熱惱。這就是從迴避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驅除來斷除漏呢？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不會容忍貪欲念，他會把貪欲念斷除、驅除、除掉，
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瞋恚念，他會把瞋恚念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
不會容忍惱害念，他會把惱害念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不會容忍惡不
善法，他會把惡不善法斷除、驅除、除掉，令它不存在。
比丘們，如果不驅除，汙染、煩惱與熱惱便會生起；通過驅除，便沒有汙
染、煩惱與熱惱。這就是從驅除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什麼是從修習來斷除漏呢？
比丘要有智慧地反思：
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念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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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擇法覺支，
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精進覺支，
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喜覺支，
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輕安覺支，
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定覺支，
修習能帶來出離、無欲、寂滅、放捨的捨覺支。
比丘們，如果不修習，汙染、煩惱與熱惱便會生起；通過修習，便沒有汙
染、煩惱與熱惱。這就是從修習來斷除漏了。
比丘們，那些應以見來斷除的漏 煩
(惱 ，
) 比丘就用見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
約束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約束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受用供養物來斷除的漏，
比丘就用受用供養物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忍受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忍受來把
它斷除；那些應以迴避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迴避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驅除來
斷除的漏，比丘就用驅除來把它斷除；那些應以修習來斷除的漏，比丘就用修習
來把它斷除。
比丘們，如果比丘這樣做的話，他就是一位約束所有漏的比丘。他截斷渴
愛、解除結縛、徹底看破我慢、將苦了結。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內心皆滿懷歡喜。
大迦葉尊者言，就如同僧袍、乞食物，休息地方與醫藥品，都是依賴與僅僅

由各種元素所組成的，使用它們的每一個人也不是恆常的眾生，不是恆常的生
命，是空無自我，也只是由各種元素所組成。」
註 不
( 念誦 ：
) 何謂七覺支《佛說法乘義決定經•卷中》

擇法覺支，謂於諸法，而能選擇，能思惟、能離情欲、寂靜滅煩惱、制伏諍論。
念覺支，謂於諸法，正念修習，能思惟、離欲、寂滅、制伏諍論。
定覺支，謂能發起清淨妙慧，能思惟、離欲、寂滅、制伏諍論。
精進覺支，謂於善行，精進無懈，能思惟、離欲、寂滅、制伏諍論。
輕安覺支，謂於諸法，遠離粗重，調暢身心，能思惟、離欲、寂滅、制伏諍論。
捨覺支，謂於諸法，遠離放逸，令心寂靜，能思惟、離欲、寂滅、制伏諍論。
喜覺支，謂於諸法，而生喜受，能思惟、離欲、寂滅、制伏諍論。
七覺支對治七使，貪、瞋、癡、慢、疑、邪見、欲愛

念覺支對治貪，法覺支對治嗔，捨覺支對治癡，輕安覺支對治慢，
定覺支對治疑，精進覺支對治邪見，喜覺支對治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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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佛迴向文
我今普禮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眾生。迴向正道。
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一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身諸相好。智慧
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堂。壽命無量。 （一拜）

願以此功德
下濟三途苦

莊嚴佛淨土

（眾合跪誦）

上報四重恩
悉發菩提心

西方淨土迴向偈

若有見聞者
同生極樂國 （一拜）

（個別迴向跪誦）

盡此一報身

小迴向
迴向個人累世冤親債主父母兄弟姊妹。歷代祖先。現世往生親人。三惡道眾
生。皆得往生西方世界。

發無上心

一切我今皆懺悔

迴向個人親人累世業障消除。智慧增長。諸事吉祥。長發菩提心。歸信三寶。

體解大道
智慧如海

從身語意之所生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皆由無始貪瞋癡

修行佛法。得生淨土。 （一拜）

懺悔偈
往昔所造諸惡業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一切無礙

三皈依
自皈依法
統理大眾

)

當願眾生
半
( 小時

自皈依僧

打坐止靜
一呼一吸念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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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出家僧眾晚課念誦經文
先禮拜堂上所供奉的諸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賢聖僧

阿彌陀佛讚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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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 一拜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 大慈大悲 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稱念百千聲）繞佛三匝

拜佛
南無阿彌陀佛 四十八拜

禮佛迴向文

)

我今普禮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眾生。迴向正道。
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一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身諸相好。智慧
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堂。壽命無量 （一拜）

上報四重恩

願以此功德

悉發菩提心

下濟三途苦

莊嚴佛淨土

（眾合跪誦）

若有見聞者

同生極樂國 （一拜）

迴向偈

盡此一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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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施食儀‧

小迴向
（個別迴向跪誦）

迴向個人累世冤親債主父母兄弟姊妹。歷代祖先。現世往生親人。三惡道眾生。
皆得往生西方世界。

發無上心

一切我今皆懺悔

迴向個人親人累世業障消除。智慧增長。諸事吉祥。長發菩提心。歸信三寶。修

體解大道
智慧如海

從身語意之所生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皆由無始貪瞋癡

行佛法。得生淨土。 （一拜）

懺悔偈
往昔所造諸惡業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一切無礙

三皈依
自皈依法
統理大眾

)

當願眾生
半
( 小時

自皈依僧

打坐止靜
一呼一吸念阿彌陀佛

（三唱）

蒙山施食儀
迎請三寶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常住十方佛
南無常住十方法
南無常住十方僧

（三唱）

南無大願地藏菩薩

三皈依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七遍）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變食真言

南無妙色身如來

（三稱）

南麻哈 沙爾哇 達他葛達 哇洛ㄍㄧ嗲 唵 三跋喇 三跋喇 吽

四如來聖號
南無多寶如來

南無廣博身如來 南無離怖畏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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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摩 巴葛哇德 仆囉晡達 囉特拿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拿摩 巴葛哇德 輸魯帕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拿摩 巴葛哇德 威布辣戛得囉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拿摩 巴葛哇德 阿雅姆 戛囉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施食偈

阿姆力多帕餵

汝等子母孤魂鬼神眾 我今施汝供 此食偏十方 一切子母孤魂鬼神共

（七遍）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施食與子母孤魂鬼神 皆共成佛道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
阿姆力得
威葛蘭達

達地雅他 嗡
阿姆力達
史哇哈

威葛蘭帖

阿姆力達
查ㄚㄢ卡累

不退菩薩為伴侶

沙爾哇 卡爾瑪格累夏

達他葛多雅

ㄍㄧ帝卡爾力

悉他姆帕餵

南無 阿米達帕雅
阿姆力達
葛葛那

普賢菩薩警眾偈
慎勿放逸

華開見佛悟無生

但念無常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

九品蓮華為父母

如救頭燃

命亦隨減

當勤精進

是日已過
大眾

淨土迴向偈
願生西方淨土中

各
( 三稱

正德佛堂 午供法節
稱誦諸佛名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菩薩
南無護法諸天菩薩
南無伽藍聖眾菩薩
南無歷代祖師菩薩
南無大聖緊那羅王菩薩

葛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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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食真言
二
( 十一遍
)

南麻哈 沙爾哇 達他葛達

哇洛ㄍㄧ嗲

南無妙色身如來

（三稱）

南無多寶如來
南無離怖畏如來

四如來聖號
南無廣博身如來

唵

三跋喇

三跋喇

拿摩 巴葛哇德 仆囉晡達 囉特拿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拿摩 巴葛哇德 輸魯帕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戛囉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拿摩 巴葛哇德 威布辣戛得囉雅 達他戛達雅（三稱）
拿摩 巴葛哇德 阿雅姆

吽

此食色香味。上供十方佛。中奉諸聖賢。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別。隨願皆飽

)

滿。令今施者得。無量波羅蜜。三德六味。供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
一
( 遍）

佛菩薩聖誕法會念誦經文

各
( 一拜

釋迦牟尼佛 佛誕日法會念誦經文
先禮拜堂上所供奉的諸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賢聖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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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咒
五
(遍
)

南無阿彌陀佛 （三稱）
南無觀世音菩薩 （三稱）
納莫囉特納 得囉雅雅 納嘛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 室哇囉雅 波地薩特哇雅 嘛哈薩
特哇雅 嘛哈卡魯尼卡雅 嗡 沙爾哇囉嗎也 叔他納達悉雅 納嘛史葛力特哇 伊猛
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 室哇囉雅 囉姆他哇 納莫尼囉甘他 合力嘛哈 哇他沙昧 沙
爾哇他 都賀休朋 阿節雅姆 沙爾哇沙達 納嘛哇山達 納莫哇卡嘛 威達多 達地
雅他 嗡 阿哇洛ㄎㄧ 洛卡帖 葛囉帖 嘿合力嘛哈 波地薩特哇 沙爾哇 沙爾哇
嘛啦 嘛啦 嘛ㄏㄧ嘛 合達雅姆 姑魯姑魯卡爾猛 杜魯杜魯 威札雅帖 嘛哈威札
雅帖 他囉他囉 得力尼 室哇囉雅 卡啦卡啦 嘛嘛威嘛啦 目格德咧 嘿ㄏㄧ嘿ㄏㄧ
希納 希納 阿沙姆 布囉沙力 威室哇 威室哇姆 布囉沙雅 呼喔 呼喔 嘛囉 呼喔
呼喔 合力 沙爾 沙爾 悉爾 悉爾 輸爾 輸爾 波地雅 波地雅 波他雅 波他雅 買
得力雅 尼啦甘他 得力希尼納 帕雅嘛納 史哇哈 悉他雅 史哇哈 嘛哈悉他雅 史
哇哈 悉他喲ㄍㄟㄜ 室哇囉雅 史哇哈 尼啦甘他 史哇哈 嘛囉納囉 史哇哈 西囉
悉姆哈 目卡雅 史哇哈 沙爾哇 嘛哈阿悉他雅 史哇哈 卡葛囉 阿悉他雅 史哇哈
叭特嘛 哈史達雅 史哇哈 尼啦甘他 哇ㄎㄜ啦雅 史哇哈 嘛哇力 山卡囉雅 史哇
哈 納莫囉特納 得囉雅雅 納嘛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室哇囉雅 史哇哈 嗡 悉地延
都 曼德囉 巴達雅 史哇哈

佛陀為僧眾每次開示前，以如下詩偈告誡僧團：
人身難得今已得，凡人的生活生命是困難的。

五(百阿羅漢開始黎明的早課一起吟誦三皈依禮敬佛陀 )

佛法難聞今已聞，佛陀的出現乃是真正的稀有難得。

《中部•布喻經》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向世尊，無上士，正遍知者致敬。

如此的世尊：無上完美的、正遍知覺醒的、天生具有知識與美德；已走上了正
道，是世界的理解者、無可比的調御師、人天師、覺醒的世尊。
世尊善巧教導的佛法，是立即可以終生永恆受益的；吸引我們去體驗，引領我們
向上，經由智者而得以個別瞭解。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健全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誠實的行為，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智慧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適中的行為。
這四對的人，即八個人，是世尊的僧團。值得我們供養、真誠接待、贈禮物與致
敬，是給世界無可比的功德。

迦葉說：比丘們每天必誦佛陀的證言之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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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給少欲的人，不是給多求的人。
佛法是給知足的人，不是給不知足的人。
佛法是給喜愛退隱的人，不是給喜愛社交的人。
佛法是給能量充沛的人，不是給懶散無力的人。
佛法是給有正念專心的人，不是給無正念散心的人。
佛法是給沉著鎮靜的人，不是給焦浮不安的人。
佛法是給有智慧的人，不是給無智慧的人。

三
(稱
)

佛法是給喜愛活在免於障礙中的人，不是給喜愛活在障礙中的人。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 寶 石 經 》 小( 部 小 誦 第 六 經 )
任何聚集在此處的非人類眾生，在陸地的或在天空的，願一切眾生以平靜的
心，能專心地聆聽這些話語。
一切非人類眾生要專心地聆聽，對人類要仁慈，他們日夜供養您們祭品，因
此，要盡力保護他們。
任何是這個世界或他方世界的珍寶，或天上世界的珍寶，都不能與如來世尊
相比，在佛陀身上才能找到這種珍寶。願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斷滅煩惱，解脫輪迴和不死的無上涅槃，寂靜正定的釋迦聖人佛陀已了知這種
無與倫比的涅槃正法，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至尊無上的佛陀，讚美那些能帶來無盡禪定的聖潔八正道。這種無與倫比的
禪定，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被賢者稱讚的八個人構成四對賢者，他們是佛陀的門徒，值得供養。供養他
們的禮物會獲得豐厚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
得安樂。
運用他們自己的堅定意志，遵行佛陀喬達摩的教誨，解脫內心污垢；他們已
能達到至高羅漢境界，進入不死涅槃，自由獲得享受涅槃寂靜之樂。這是無上珍
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正如一個深深種植在地上的柱子，站在四個季度的風中而不動搖；因此，我
也宣稱，那是以智慧理解神聖真理的義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
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那些通曉神聖真理的人，為具甚深智慧者佛陀所教導。即使他們極為不專
注，在意識領域中也不會存在第八識。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
言，願獲得安樂。
隨著他洞察力的增強，他放棄了三種心態：即自我幻想、懷疑和沉溺於毫無
意義的儀式和法會。如果有的話，他也完全擺脫了這四個悲苦狀態，因此無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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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六大錯誤行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他藉由身 體
( 、
)語 言
( 、
)意 識
( 可
) 能仍然造作惡行，他不可能隱瞞；既
然已經宣布，對於一個宣稱自己已經證得涅槃正道的人，這是不可能隱瞞的。這
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猶如森林地的樹林，雖然在夏初的炎熱，樹上是加冕盛開的花朵。即使是崇
高的佛法導致的平靜，由佛陀教導的最高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
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這位無上至尊的佛陀，是無上涅槃的證悟者，是無上涅槃佛法的傳授者，是崇
高無上聖道的帶領者，是無上至尊的佛陀所教導的佛法。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
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他們的舊業已除，新業不再生起，且心念不執著於來生。他們再生的潛意
識 種 子 已 死 ， 且 無 求 來 生 之 欲 ； 這些智者們其欲熄滅生死存在，如同已燃燼的燈
火。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非人類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天
人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如來佛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
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圓滿佛法，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

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圓滿僧寶，願獲得安樂。
朗誦《寶石經》的緣由
３瘟疫傳染病

佛陀救度離車國兩百年來三大災難

１饑荒 ２邪魔亂世
《寶石經》是一部強大有力的護國息災經

大迦葉尊者言：《寶石經》是最強大有力的護身咒語之一。它防護邪惡入侵，或重
建福祉的能力，是無可匹敵的。
《寶石經》由佛的話語之真理力量，佛陀拯救了這個離車王國

離車國兩百年來忽然遭逢饑荒、邪魔、亂世瘟疫傳染病三大災難，人民死傷無數。
國王禮請佛陀救度，佛在離車國大會廳吟誦這部經連續七天。整個城市鼠疫、惡性
傳染病與饑荒被驅除，成千上萬及很多個星球有情眾生都馬上解脫了，建立了和
平，離車國又恢復了幸福與繁榮。
阿難言：「我依佛陀教導方式背誦這部經文，當我吟誦時，我就噴灑出喜樂的水；
當我唱誦出第一行，邪魔都開始奔逃；我繼續吟誦，一直到邪魔完全消失。」
朗誦《寶石經》者與傾聽者，要以慈悲心及信心朗誦《寶石經》，可消除國家三大災難

阿難言：「我確信這部經會被無數世代所採用，以保護和重建安祥與和諧；假如朗
誦者與傾聽者雙方都是充滿慈悲與信心，它是可以產生預期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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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 佛誕日讚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八聲）
○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南無娑婆世界 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稱
( 念一

拜願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彌勒菩薩

（眾合跪誦）

南無十方菩薩摩訶薩

大迴向
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眾生。迴向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
一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

（個別迴向跪誦）

堂。壽命無量。 （一拜）

小迴向

迴向個人累世冤親債主父母兄弟姊妹。歷代祖先。現世往生親人。三惡道眾生。
皆得往生西方世界。
迴向個人親人累世業障消除。智慧增長。諸事吉祥。長發菩提心。歸信三寶。修
行佛法。得生淨土。 （一拜）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皆由無始貪瞋癡

（合誦）

往昔所造諸惡業

一切我今皆懺悔

懺悔偈
從身語意之所生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不退菩薩為伴侶

九品蓮華為父母

淨土迴向偈
華開見佛悟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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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琉璃光佛 佛誕日法會念誦經文
先禮拜堂上所供奉的諸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七
(遍

南無十方一切賢聖僧

藥師咒

拿無 巴喀哇碟 帕沙加 咕嚕 懷都爾牙 撲囉巴 囉接牙 達他喀達牙 爾哈碟

《
( 中部•布喻經》

三妙格三布達牙 達得雅他 嗡 帕沙姐帕沙姐 帕沙加 山姆得喀喋 史哇哈

佛陀為僧眾每次開示前，以如下詩偈告誡僧團：
人身難得今已得，凡人的生活生命是困難的。
佛法難聞今已聞，佛陀的出現乃是真正的稀有難得。

五百阿羅漢開始黎明的早課一起吟誦三皈依禮敬佛陀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向世尊，無上士，正遍知者致敬。

)

如此的世尊：無上完美的、正遍知覺醒的、天生具有知識與美德；已走上了正
道，是世界的理解者、無可比的調御師、人天師、覺醒的世尊。
世尊善巧教導的佛法，是立即可以終生永恆受益的；吸引我們去體驗，引領我們向
上，經由智者而得以個別瞭解。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健全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誠實的行為，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智慧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適中的行為。
這四對的人，即八個人，是世尊的僧團。值得我們供養、真誠接待、贈禮物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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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是給世界無可比的功德。

迦葉說：比丘們每天必誦佛陀的證言之詩文：
佛法是給少欲的人，不是給多求的人。
佛法是給知足的人，不是給不知足的人。
佛法是給喜愛退隱的人，不是給喜愛社交的人。
佛法是給能量充沛的人，不是給懶散無力的人。
佛法是給有正念專心的人，不是給無正念散心的人。
佛法是給沉著鎮靜的人，不是給焦浮不安的人。
佛法是給有智慧的人，不是給無智慧的人。

三
(稱
)

佛法是給喜愛活在免於障礙中的人，不是給喜愛活在障礙中的人。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 寶 石 經 》 小( 部 小 誦 第 六 經 )
任何聚集在此處的非人類眾生，在陸地的或在天空的，願一切眾生以平靜的
心，能專心地聆聽這些話語。
一切非人類眾生要專心地聆聽，對人類要仁慈，他們日夜供養您們祭品，因
此，要盡力保護他們。

任何是這個世界或他方世界的珍寶，或天上世界的珍寶，都不能與如來世尊
相比，在佛陀身上才能找到這種珍寶。願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斷滅煩惱，解脫輪迴和不死的無上涅槃，寂靜正定的釋迦聖人佛陀已了知這種無
與倫比的涅槃正法，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至尊無上的佛陀，讚美那些能帶來無盡禪定的聖潔八正道。這種無與倫比的
禪定，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被賢者稱讚的八個人構成四對賢者，他們是佛陀的門徒，值得供養。供養他們的
禮物會獲得豐厚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運用他們自己的堅定意志，遵行佛陀喬達摩的教誨，解脫內心污垢；他們已
能達到至高羅漢境界，進入不死涅槃，自由獲得享受涅槃寂靜之樂。這是無上珍
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正如一個深深種植在地上的柱子，站在四個季度的風中而不動搖；因此，我
也宣稱，那是以智慧理解神聖真理的義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
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那些通曉神聖真理的人，為具甚深智慧者佛陀所教導。即使他們極為不專
注，在意識領域中也不會存在第八識。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
言，願獲得安樂。
隨著他洞察力的增強，他放棄了三種心態：即自我幻想、懷疑和沉溺於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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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儀式和法會。如果有的話，他也完全擺脫了這四個悲苦狀態，因此無法犯
下六大錯誤行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他藉由身 體
( 、
)語 言
( 、
)意 識
( 可
) 能仍然造作惡行，他不可能隱瞞；既
然已經宣佈，對於一個宣稱自己已經證得涅槃正道的人，這是不可能隱瞞的。這
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猶如森林地的樹林，雖然在夏初的炎熱，樹上是加冕盛開的花朵。即使是崇
高的佛法導致的平靜，由佛陀教導的最高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
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這位無上至尊的佛陀，是無上涅槃的證悟者，是無上涅槃佛法的傳授者，是
崇高無上聖道的帶領者，是無上至尊的佛陀所教導的佛法。這是無上珍貴的佛
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他們的舊業已除，新業不再生起，且心念不執著於來生。他們再生的潛意識
種子已死，且無求來生之欲；這些智者們其欲熄滅生死存在，如同已燃燼的燈
火。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非人類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天人
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如來佛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
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圓滿佛法，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

三
(稱
)

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圓滿僧寶，願獲得安樂。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
薩摩訶薩三萬六千。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無量
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
爾時。曼殊室利法王子。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曲
躬合掌。白言。世尊。惟願演說如是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令諸聞
者業障消除。為欲利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
爾時。世尊讚曼殊室利童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室利。汝以大悲。勸請我說諸
佛名號。本願功德。為拔業障所纏有情。利益安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汝今諦
聽。極善思惟。當為汝說。曼殊室利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曼殊師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
光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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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薄伽梵。
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
求皆得。
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耀無量無數無
邊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形莊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
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
德巍巍。身善安住。燄網莊嚴。過於日月。幽冥眾生。悉蒙開曉。隨意所
趣。作諸事業。
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
物。莫令眾生有所乏少。
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
聞獨覺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
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
令得不缺戒。具三聚戒。設有毀犯。聞我名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
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頑愚。
盲聾。瘖啞。攣躄。背僂。白癩。顛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
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
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

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
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之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
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第 九 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令諸有情出魔罥網。解脫一切外道纏縛。若墮種種
惡見稠林。皆當引攝。置於正見。漸令修習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第十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王法所錄。縛錄鞭撻。繫閉牢獄。或
當刑戮。及餘無量災難凌辱。悲愁煎逼。身心受苦。若聞我名。以我福德威
神力故。皆得解脫一切憂苦。
第十一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饑渴所惱。為求食故。造諸惡業。
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上妙飲食。飽足其身。後以法味。畢竟安樂
而建立之。
第十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貧無衣服。蚊虻寒熱。晝夜逼惱。
若聞我名。專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種種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寶莊嚴具。
華鬘。塗香。鼓樂眾伎。隨心所翫。皆令滿足。
曼殊室利。是為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應供。正等覺。行菩薩道時。所發
十二微妙上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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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大願及彼佛土
功德莊嚴。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說不能盡。然彼佛土。一向清淨。無有女人。
亦無惡趣。及苦音聲。琉璃為地。金繩界道城闕。宮閣軒窗。羅網皆七寶成。亦
如西方極樂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於其國中。有二菩薩摩訶薩。一名日光
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是彼無量無數菩薩眾之上首。次補佛處。悉能持彼世尊藥
師琉璃光如來正法寶藏。是故曼殊室利。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應當發願生彼
佛世界。
爾時。世尊復告曼殊室利童子言。曼殊室利。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
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闕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
心不喜。設不獲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復有無量慳貪有情。積集
資財。於其自身尚不受用。何況能與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來乞者。彼諸有
情。從此命終。生餓鬼界。或傍生趣。由昔人間。曾得暫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
故。今在惡趣。暫得憶念彼如來名。即於念時。從彼處沒。還生人中。得宿命
念。畏惡趣苦。不樂欲樂。好行惠施。讚歎施者。一切所有。悉無貪惜。漸次尚
能以頭目。手足。血肉。身分。施來求者。況餘財物。
復次。曼殊室利。若諸有情。雖於如來受諸學處。而破尸羅。有雖不破尸羅而破
軌則。有於尸羅軌則。雖則不壞。然毀正見。有雖不毀正見。而棄多聞。於佛所

說契經深義。不能解了。有雖多聞而增上慢。由增上慢覆蔽心故。自是非他。嫌
謗正法。為魔伴黨。如是愚人。自行邪見。復令無量俱胝有情。墮大險坑。此諸
有情。應於地獄。傍生。鬼趣流轉無窮。若得聞此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便捨惡
行。修諸善法。不墮惡趣。設有不能捨諸惡行。修行善法。墮惡趣者。以彼如來
本願威力。令其現前。暫聞名號。從彼命終。還生人趣。得正見精進。善調意
樂。便能捨家。趣於非家。如來法中。受持學處。無有毀犯。正見多聞。解甚深
義。離增上慢。不謗正法。不為魔伴。漸次修行諸菩薩行。速得圓滿。
復次。曼殊室利。若諸有情。慳貪嫉妒。自讚毀他。當墮三惡趣中。無量千歲受
諸劇苦。受劇苦已。從彼命終。來生人間。作牛馬駝驢。恆被鞭撻。饑渴逼惱。
又常負重隨路而行。或得為人。生居下賤。作人奴婢。受他驅役。恆不自在。若
昔 人 中 。 曾 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由此善因。今復憶念。至心歸依。以佛
神力。眾苦解脫。諸根聰利。智慧多聞。恆求勝法。常遇善友。永斷魔罥。破無明
殼。竭煩惱河。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憂愁苦惱。
復次。曼殊利室。若諸有情。好喜乖離。更相鬥訟。惱亂自他。以身語意。造作
增長種種惡業。輾轉常為不饒益事。互相謀害。告召山林樹塚等神。殺諸眾生。
取其血肉祭祀藥叉。羅剎婆等。書怨人名。作其形像。以惡咒術而咒詛之。厭魅
蠱道。咒起屍鬼。令斷彼命。及壞其身。是諸有情。若得聞此藥師琉璃光如來名
號。彼諸惡事。悉不能害。一切輾轉皆起慈心。利益安樂。無損惱意及嫌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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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歡悅。於自所受。生於喜足。不相侵凌。互為饒益。
復次。曼殊室利。若有四眾。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餘淨信善男子善
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齋戒。或經一年。或復三月。受持學處。以此善根。願生
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聽聞正法。而未定者。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
號 。 臨 命 終 時 。 有 八 大 菩薩。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
無盡意菩薩。寶檀華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彌勒菩薩。是八大菩薩乘空而
來。示其道路。即於彼界種種雜色眾寶華中。自然化生。
或有因此。生於天上。雖生天上。而本善根。亦未窮盡。不復更生諸餘惡趣。天
上壽盡。還生人間。或為輪王。統攝四洲。威德自在。安立無量百千有情於十善
道。或生剎帝利。婆羅門。居士大家。多饒財寶。倉庫盈溢。形相端正。眷屬具
足。聰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若是女人。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
號。至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復次。曼殊室利。彼藥師琉璃光如來得菩提時。由本願力。觀諸有情。遇眾病苦
瘦攣。乾消。黃熱等病。或被魘魅。蠱毒所中。或復短命。或時橫死。欲令是等
病苦消除所求願滿。

史哇哈

爾哈碟

時彼世尊入三摩地。名曰除滅一切眾生苦惱。既入定已。於肉髻中出大光明。光
中演說。大陀羅尼曰。

帕沙加 山姆得喀喋

拿無 巴喀哇碟 帕沙加 咕嚕 懷都爾牙 撲囉巴 囉接牙 達他喀達牙

三妙格三布達牙 達得雅他 嗡 帕沙姐 帕沙姐

爾時。光中說此咒已。大地震動。放大光明。一切眾生病苦皆除。受安隱樂。
曼殊室利。若見男子女人有病苦者。應當一心。為彼病人。常清淨澡漱。或食。
或藥。或無蟲水。咒一百八遍。與彼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滅。若有所求。志心
念誦。皆得如是無病延年。命終之後。生彼世界。得不退轉。乃至菩提。是故曼
殊室利。若有男子女人。於彼藥師琉璃光如來。至心殷重。恭敬供養者。常持此
咒。勿令廢忘。
復次。曼殊室利。若有淨信男子女人。得聞藥師琉璃光如來。應供。正等覺所有
名號。聞已誦持。晨嚼齒木。澡漱清淨。以諸香花。燒香。塗香。作眾伎樂。供
養形象。於此經典。若自書。若教人書。一心受持。聽聞其義。於彼法師。應修
供養。一切所有資身之具。悉皆施與。勿令乏少。如是便蒙諸佛護念。所求願
滿。乃至菩提。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當誓於像法轉時。以種種方便。令諸淨信
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覺悟其耳。
世尊。若於此經受持讀誦。或復為他演說開示。若自書。若教人書。恭敬尊重。
以種種華香。塗香。末香。燒香。花鬘。瓔珞。幡蓋。伎樂而為供養。以五色
綵。作囊盛之。掃灑淨處。敷設高座。而用安處。爾時。四大天王與其眷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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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無量百千天眾。皆詣其所。供養守護。
世尊。若此經寶流行之處。有能受持。以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及聞名
號。當知是處無復橫死。亦復不為諸惡鬼神奪其精氣。設已奪者。還得如故。身
心安樂。
佛告曼殊室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曼殊室利。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
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應先造立彼佛形像。敷清淨座而安處之。散種種
花。燒種種香。以種種幢幡莊嚴其處。七日七夜。受八分齋戒。食清淨食。澡浴
香潔。著清淨衣。應生無垢濁心。無怒害心。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慈悲喜捨
平等之心。鼓樂歌讚。右繞佛像。復應念彼如來本願功德。讀誦此經。思惟其
義。演說開示。隨所樂求。一切皆遂。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求官位得
官位。求男女得男女。
若復有人。忽得惡夢。見諸惡相。或怪鳥來集。或於住處百怪出現。此人若以眾
妙資具。恭敬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惡夢惡相。諸不吉祥。皆悉隱沒。
不能為患。或有水。火。刀。毒。懸險。惡象。師子。虎。狼。熊。羆。毒蛇。
惡 蠍 。 蜈 蚣 。 蚰蜒。蚊。虻等怖。若能至心憶念彼佛。恭敬供養。一切怖畏皆得解
脫。若他國侵擾。盜賊反亂。憶念恭敬彼如來者。亦皆解脫。
復次。曼殊室利。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盡形不事餘天。唯當一心。歸
佛法僧。受持禁戒。若五戒。十戒。菩薩四百戒。苾芻二百五十戒。苾芻尼五百

戒。於所受中或有毀犯。怖墮惡趣。若能專念彼佛名號。恭敬供養者。必定不受
三惡趣生。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能志心稱名禮讚。恭敬供養彼如
來者。眾苦皆除。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安隱
少病。無有非人奪其精氣。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我稱揚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有功德。此是諸佛甚深
行處。難可解了。汝為信不。
阿難白言。大德世尊。我於如來所說契經。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身語意業
無不清淨。世尊。此日月輪可令墮落。妙高山王可使傾動。諸佛所言。無有異也。
世尊。有諸眾生。信根不具。聞說諸佛甚深行處。作是思惟。云何但念藥師琉璃
光如來一佛名號。便獲爾所功德勝利。由此不信。返生誹謗。彼於長夜。失大利
樂。墮諸惡趣。流轉無窮。
佛告阿難。是諸有情。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至心受持。不生疑惑。墮
惡趣者。無有是處。
阿難。此是諸佛甚深所行。難可信解。汝今能受。當知皆是如來威力。阿難。一
切聲聞獨覺及未登地諸菩薩等。皆悉不能如實信解。唯除一生所繫菩薩。阿難。
人身難得。於三寶中。信敬尊重。亦難可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復難
於是。
阿難。彼藥師琉璃光如來。無量菩薩行。無量善巧方便。無量廣大願。我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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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若一劫餘而廣說者。劫可速盡。彼佛行願。善巧方便。無有盡也。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救脫。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曲躬
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像法轉時。有諸眾生為種種患之所困厄。長病羸瘦。
不 能 飲 食 。 喉 脣 乾 燥 。 見 諸 方 暗 。 死 相 現 前 。 父 母。親屬。朋友。知識啼泣圍
繞。然彼自身。臥在本處。見琰魔使。引其神識。至於琰魔法王之前。然諸有情。
有俱生神。隨其所作。若罪若福。皆具書之。盡持授與琰魔法王。
爾時。彼王推問其人。計算所作。隨其罪福而處斷之。時彼病人。親屬。知識。
若能為彼歸依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請諸眾僧。轉讀此經。然七層之燈。懸五色
續命神旛。或有是處。彼識得還。如在夢中。明了自見。或經七日。或二十一
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識還時。如從夢覺。皆自憶知善不善業所得果
報。由自證見業果報故。乃至命難。亦不造作諸惡之業。是故淨信善男子善女人
等。皆應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隨力所能。恭敬供養。
爾時。阿難問救脫菩薩曰。善男子。應云何恭敬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續
命旛燈。復云何造。救脫菩薩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脫病苦。當為其人。七日
七夜受持八分齋戒。應以飲食及餘資具。隨力所辦。供養比丘僧。晝夜六時。禮
拜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讀誦此經四十九遍。然四十九燈。造彼如來形像
七軀。一一像前各置七燈。一一燈量大如車輪。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絕。造五色
綵幡。長四十九搩手。應放雜類眾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為諸橫惡

鬼所持。
復次。阿難。若剎帝利。灌頂王等。災難起時。所謂。人眾疾疫難。他國侵逼
難。自界叛逆難。星宿變怪難。日月薄蝕難。非時風雨難。過時不雨難。彼剎帝
利灌頂王等。爾時應於一切有情。起慈悲心。赦諸繫閉。依前所說供養之法。供
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由此善根。及彼如來本願力故。令其國界即得安穩。風
雨順時。穀稼成熟。一切有情無病歡樂。於其國中。無有暴惡藥叉等神。惱有情
者。一切惡相皆即隱沒。而剎帝利灌頂王等。壽命色力。無病自在。皆得增益。
阿難。若帝后妃主。儲君王子。大臣輔相。中宮綵女。百官黎庶。為病所苦。及
餘厄難。亦應造立五色神旛。然燈續明。放諸生命。散雜色花。燒眾名香。病得
除愈。眾難解脫。
爾時。阿難問救脫菩薩言。善男子。云何已盡之命而可增益。
救脫菩薩言。大德。汝豈不聞如來說有九橫死耶。是故勸造續命旛燈。修諸福
德。以修福故。盡其壽命不經苦患。
阿難問言。九橫云何。
救脫菩薩言。若諸有情。得病雖輕。然無醫藥及看病者。設復遇醫。授以非藥。
實不應死而便橫死。又信世間邪魔。外道妖孽之師妄說禍福。便生恐動。心不自
正。卜問覓禍。殺種種眾生。解奏神明。呼諸魍魎。請乞福祐。欲冀延年。終不
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見。遂令橫死。入於地獄。無有出期。是名初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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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橫被王法之所誅戮。三者。畋獵嬉戲。耽淫嗜酒。放逸無度。橫為非人奪其
精氣。四者。橫為火焚。五者。橫為水溺。六者。橫為種種惡獸所噉。七者。橫
墮山崖。八者。橫為毒藥。厭禱。咒詛。起屍鬼等之所中害。九者。饑渴所困。
不得飲食而便橫死。是為如來略說橫死。有此九種。其餘復有無量諸橫。難可具
說。
復次。阿難。彼琰魔王主領世間名籍之記。若諸有情。不孝五逆。破辱三寶。壞
君臣法。毀於性戒。琰魔法王隨罪輕重。考而罰之。是故我今勸諸有情。然燈造
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眾難。
爾時。眾中有十二藥叉大將。俱在會坐。所謂。
宮毘羅大將。伐折羅大將。迷企羅大將。安底羅大將。
頞你羅大將。珊底羅大將。因達羅大將。波夷羅大將。
摩虎羅大將。真達羅大將。招杜羅大將。毘羯羅大將。
此十二藥叉大將。一一各有七千藥叉以為眷屬。同時舉聲白佛言。世尊。我等今
者蒙佛威力。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不復更有惡趣之怖。我等相率。皆
同一心。乃至盡形歸佛法僧。誓當荷負一切有情。為作義利。饒益安樂。隨於何
等村城圍邑。空閑林中。若有流佈此經。或復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恭敬供
養者。我等眷屬衛護是人。皆使解脫一切苦難。諸有願求。悉令滿足。或有疾厄

求度脫者。亦應讀誦此經。以五色縷。結我名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
爾時。世尊讚諸藥叉大將言。善哉。善哉。大藥叉將。汝等念報世尊藥師琉璃光
如來恩德者。常應如是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阿難。此法門名
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亦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咒。亦名拔除一切
業障。應如是持。
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

時薄伽梵說是語已。諸菩薩摩訶薩。及大聲聞。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
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摩
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藥師琉璃光佛 佛誕日讚偈
藥師琉璃光如來 誓願宏深世莫量
顯令生善集福慶 密使滅惡消禍殃
拔苦必期二死盡 與樂直教萬德彰
法界聖凡同歸命 蒙恩速得證真常
南無東方琉璃世界 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稱念一 ○
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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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願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藥師海會佛菩薩

大迴向
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眾生。迴向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
一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

（個別迴向跪誦）

堂。壽命無量。 （一拜）

小迴向
迴向個人累世冤親債主父母兄弟姊妹。歷代祖先。現世往生親人。三惡道眾生。
皆得往生西方世界。
迴向個人親人累世業障消除。智慧增長。諸事吉祥。長發菩提心。歸信三寶。修
行佛法。得生淨土。 （一拜）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皆由無始貪瞋癡

（合誦）

往昔所造諸惡業
一切我今皆懺悔

懺悔偈
從身語意之所生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不退菩薩為伴侶

九品蓮華為父母

淨土迴向偈
華開見佛悟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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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遍）

各
( 一拜

南無阿彌陀佛 佛誕日法會念誦經文
先禮拜堂上所供奉的諸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賢聖僧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

南無 阿米達帕雅 達他葛達雅 達地雅他 嗡 阿姆力帖 阿姆力多帕餵 阿姆力達

《
( 中部•布喻經》

悉他姆 帕餵 阿姆力達 威可蘭帖 阿姆力達 威可蘭達 葛米尼 葛葛那
ㄍㄧ帝卡爾力 沙爾哇 卡爾瑪格累夏 查盎卡累 史哇哈

佛陀為僧眾每次開示前，以如下詩偈告誡僧團
人身難得今已得，凡人的生活生命是困難的。
佛法難聞今已聞，佛陀的出現乃是真正的稀有難得。

五百阿羅漢開始黎明的早課一起吟誦三皈依禮敬佛陀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向世尊，無上士，正遍知者致敬。

如此的世尊：無上完美的、正遍知覺醒的、天生具有知識與美德；已走上了正
道，是世界的理解者、無可比的調御師、人天師、覺醒的世尊。
世尊善巧教導的佛法，是立即可以終生永恆受益的；吸引我們去體驗，引領我們
向上，經由智者而得以個別瞭解。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健全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誠實的行為，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智慧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適中的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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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對的人，即八個人，是世尊的僧團。值得我們供養、真誠接待、贈禮物與致
敬，是給世界無可比的功德。

迦葉說，比丘們每天必誦佛陀的證言之詩文：
佛法是給少欲的人，不是給多求的人。
佛法是給知足的人，不是給不知足的人。
佛法是給喜愛退隱的人，不是給喜愛社交的人。
佛法是給能量充沛的人，不是給懶散無力的人。
佛法是給有正念專心的人，不是給無正念散心的人。
佛法是給沉著鎮靜的人，不是給焦浮不安的人。
佛法是給有智慧的人，不是給無智慧的人。

三
(稱
)

佛法是給喜愛活在免於障礙中的人，不是給喜愛活在障礙中的人。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 寶 石 經 》 小( 部 小 誦 第 六 經 )
任何聚集在此處的非人類眾生，在陸地的或在天空的，願一切眾生以平靜的心，
能專心地聆聽這些話語。
一切非人類眾生要專心地聆聽，對人類要仁慈，他們日夜供養您們祭品，因此，

要盡力保護他們。
任何是這個世界或他方世界的珍寶，或天上世界的珍寶，都不能與如來世尊相
比，在佛陀身上才能找到這種珍寶。願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斷滅煩惱，解脫輪迴和不死的無上涅槃，寂靜正定的釋迦聖人佛陀，已了知這種
無與倫比的涅槃正法，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至尊無上的佛陀，讚美那些能帶來無盡禪定的聖潔八正道。這種無與倫比的禪
定，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被賢者稱讚的八個人構成四對賢者，他們是佛陀的門徒，值得供養。供養他們的禮
物會獲得豐厚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運用他們自己的堅定意志，遵行佛陀喬達摩的教誨，解脫內心污垢；他們已能達
到至高羅漢境界，進入不死涅槃，自由獲得享受涅槃寂靜之樂。這是無上珍貴的
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正如一個深深種植在地上的柱子，站在四個季度的風中而不動搖；因此，我也宣
稱，那是以智慧理解神聖真理的義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
言，願獲得安樂。
那些通曉神聖真理的人，為具甚深智慧者佛陀所教導。即使他們極為不專注，在
意識領域中也不會存在第八識。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
獲得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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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他洞察力的增強，他放棄了三種心態：即自我幻想、懷疑和沉溺於毫無意義
的儀式和法會。如果有的話，他也完全擺脫了這四個悲苦狀態，因此無法犯下六
大錯誤行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他藉由身 體
( 、
)語 言
( 、
)意 識
( 可
) 能仍然造作惡行，他不可能隱瞞；既然已
經宣布，對於一個宣稱自己已經證得涅槃正道的人，這是不可能隱瞞的。這是無
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猶如森林地的樹林，雖然在夏初的炎熱，樹上是加冕盛開的花朵。即使是崇高的
佛法導致的平靜，由佛陀教導的最高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一真
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這 位 無 上 至 尊 的 佛 陀 ， 是 無 上 涅 槃 的 證 悟 者 ， 是 無 上 涅 槃 佛 法 的 傳授者，是崇高
無上聖道的帶領者，是無上至尊的佛陀所教導的佛法。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
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他們的舊業已除，新業不再生起，且心念不執著於來生。他們再生的潛意識種子
已死，且無求來生之欲；這些智者們其欲熄滅生死存在，如同已燃燼的燈火。這
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非人類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天人
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如來佛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
眾人所崇敬的圓滿佛法，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

三
(稱
)

完
( 整版
)

眾人所崇敬的圓滿僧寶，願獲得安樂。

南無阿彌陀佛
佛說阿彌陀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
大阿羅漢。眾所知識。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
樓 馱 。 如 是 等 諸 大 弟 子 。 並 諸 菩薩摩

俱郗羅。離婆多。周利槃陀伽。難陀。阿難陀。羅睺羅。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
墮。迦留陀夷。摩訶劫賓那。薄拘羅。阿

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
菩薩。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眾俱。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
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
樂。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
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曰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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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
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
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
德莊嚴。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
華。其國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
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
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
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趣。舍利弗。其佛國土。無
三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舍 利 弗 。 彼 佛 國 土 。 微 風 吹 動 。 諸 寶 行 樹 。 及 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
同時俱作。聞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
功德莊嚴。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
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
劫。故名阿彌陀。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又舍利弗。彼佛有

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舍
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
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
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
會一處。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又舍利弗。阿彌陀佛有根本祕密陀羅尼神咒。是名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極樂淨
土神咒。即說咒曰。
南無 阿彌達帕雅 達他葛達雅 達地雅他 嗡 阿姆力帖 阿姆力多 帕餵 阿姆力
達 悉他姆 帕餵 阿姆力達 威可蘭帖 阿姆力達 威可蘭達 葛米尼 葛葛那 ㄍㄧ
帝 卡爾力 沙爾哇 卡爾瑪格累夏 查盎卡累 史哇哈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誦此咒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日夜擁護。無
令怨家而得其便。現世常得安穩。臨命終時。任運往生極樂國土。
又舍利弗。阿彌陀佛名號。具足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甚深祕密殊勝微妙無上
功德。所以者何。阿彌陀三字中。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菩薩聲聞阿羅
漢。一切諸經陀羅尼神咒。無量行法。是故彼佛名號。即是為無上真實至極大
乘之法。即是為無上殊勝清淨了義妙行。即是為無上最勝微妙陀羅尼。而說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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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字八萬諸聖教

阿字十方三世佛
三字之中是具足

彌字一切諸菩薩

舍利弗。若有眾生。聞說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歡喜踴躍。至心稱念。深信
不懈。於現在身受無比樂。或轉貧賤獲得富貴。或得果免宿業所迫病患之苦。或
轉短命得壽延長。或怨家變親。得子孫繁榮。身心安樂。如意滿足。如是功德不
可稱計。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
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專持名號。以稱名故。諸罪
消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

鞞佛。須彌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
言。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東方亦有阿
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
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
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燄肩佛。須彌燈佛。無量精進
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

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
佛。淨光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
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燄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恆
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
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法幢佛。持法佛。如
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
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燄肩佛。雜色寶華
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等恆河沙數諸
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
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皆得
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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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人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
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
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
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
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
間難信之法。
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
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

南無阿彌陀佛 佛誕日讚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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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 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稱念一 ○
八聲）

拜願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大迴向
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眾生。迴向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
一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

（個別迴向跪誦）

堂。壽命無量。 （一拜）

小迴向

迴向個人累世冤親債主父母兄弟姊妹。歷代祖先。現世往生親人。三惡道眾生。
皆得往生西方世界。
迴向個人親人累世業障消除。智慧增長。諸事吉祥。長發菩提心。歸信三寶。修
行佛法。得生淨土。 （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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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九品蓮華為父母

各
( 一拜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皆由無始貪瞋癡

（合誦）

往昔所造諸惡業
一切我今皆懺悔

懺悔偈
從身語意之所生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不退菩薩為伴侶

淨土迴向偈
華開見佛悟無生

觀世音菩薩 聖誕日念誦經文

)

先禮拜堂上所供奉的諸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三
(稱

（五遍）

南無十方一切賢聖僧

大 悲 咒

南無阿彌陀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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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觀世音菩薩
三
(稱
)

納莫 囉特納 得囉雅雅 納嘛 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 室哇囉雅 波地薩特哇雅 嘛哈
薩特哇雅 嘛哈 卡魯尼卡雅 嗡 沙爾哇 囉嗎也 叔他納達悉雅 納嘛 史葛力特
哇 伊猛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 室哇囉雅 囉姆他哇 納莫 尼囉甘他 合力嘛哈 哇他
沙眛 沙爾哇他 都賀休朋 阿節雅姆 沙爾哇沙達 納嘛哇山達 納莫 哇卡嘛 威達
多 達地雅他 嗡 阿哇洛ㄎㄧ 洛卡帖 葛囉帖 嘿合力 嘛哈 波地薩特哇 沙爾哇
沙爾哇 嘛啦 嘛啦 嘛ㄏㄧ嘛 合達雅姆 姑魯 姑魯 卡爾猛 杜魯 杜魯 威札雅帖
嘛哈 威札雅帖 他囉 他囉 得力尼 室哇囉雅 卡啦 卡啦 嘛嘛 威嘛啦 目格德咧
嘿ㄏㄧ嘿ㄏㄧ 希納 希納 阿沙姆 布囉沙力 威室哇 威室哇姆 布囉沙雅 呼喔
呼喔 嘛囉 呼喔 呼喔 合力 沙爾 沙爾 悉爾 悉爾 輸爾 輸爾 波地雅 波地雅
波他雅 波他雅 買得力雅 尼啦甘他 得力希尼納 帕雅嘛納 史哇哈 悉他雅 史哇
哈 嘛哈 悉他雅 史哇哈 悉他喲ㄍㄟㄜ 室哇囉雅 史哇哈 尼啦甘他 史哇哈 嘛
囉納囉 史哇哈 西囉 悉姆哈目卡雅 史哇哈 沙爾哇 嘛哈 阿悉他雅 史哇哈 卡
葛囉 阿悉他雅 史哇哈 叭特嘛 哈史達雅 史哇哈 尼啦甘他 哇ㄎㄜㄚ啦雅 史哇

《
( 中部•布喻經》

哈 嘛哇力 山卡囉雅 史哇哈 納莫 囉特納 得囉雅雅 納嘛 阿力雅 哇洛ㄎㄧ帖
室哇囉雅 史哇哈 嗡 悉地延都 曼德囉 巴達雅 史哇哈

佛陀為僧眾每次開示前，以如下詩偈告誡僧團：

人身難得今已得，凡人的生活生命是困難的。
佛法難聞今已聞，佛陀的出現乃是真正的稀有難得。

五百阿羅漢開始黎明的早課一起吟誦三皈依禮敬佛陀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向世尊，無上士，正遍知者致敬。

如此的世尊：無上完美的、正遍知覺醒的、天生具有知識與美德；已走上了正
道，是世界的理解者、無可比的調御師、人天師、覺醒的世尊。
世尊善巧教導的佛法，是立即可以終生永恆受益的；吸引我們去體驗，引領我們
向上，經由智者而得以個別瞭解。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健全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誠實的行為，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智慧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適中的行為。
這四對的人，即八個人，是世尊的僧團。值得我們供養、真誠接待、贈禮物與致
敬，是給世界無可比的功德。

迦葉說：比丘們每天必誦佛陀的證言之詩文：
佛法是給少欲的人，不是給多求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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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給知足的人，不是給不知足的人。
佛法是給喜愛退隱的人，不是給喜愛社交的人。
佛法是給能量充沛的人，不是給懶散無力的人。
佛法是給有正念專心的人，不是給無正念散心的人。
佛法是給沉著鎮靜的人，不是給焦浮不安的人。
佛法是給有智慧的人，不是給無智慧的人。

三
(稱
)

佛法是給喜愛活在免於障礙中的人，不是給喜愛活在障礙中的人。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 寶 石 經 》 小( 部 小 誦 第 六 經 )
任何聚集在此處的非人類眾生，在陸地的或在天空的，願一切眾生以平靜的心，
能專心地聆聽這些話語。
一切非人類眾生要專心地聆聽，對人類要仁慈，他們日夜供養您們祭品，因此，
要盡力保護他們。
任何是這個世界或他方世界的珍寶，或天上世界的珍寶，都不能與如來世尊相
比，在佛陀身上才能找到這種珍寶。願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斷滅
煩惱，解脫輪迴和不死的無上涅槃，寂靜正定的釋迦聖人佛陀已了知這種無與倫

比的涅槃正法，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至尊無上的佛陀，讚美那些能帶來無盡禪定的聖潔八正道。這種無與倫比的禪
定，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被賢者稱讚的八個人構成四對賢者，他們是佛陀的門徒，值得供養。供養他們的禮
物會獲得豐厚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運用他們自己的堅定意志，遵行佛陀喬達摩的教誨，解脫內心污垢；他們已能達
到至高羅漢境界，進入不死涅槃，自由獲得享受涅槃寂靜之樂。這是無上珍貴的
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正如一個深深種植在地上的柱子，站在四個季度的風中而不動搖；因此，我也宣
稱，那是以智慧理解神聖真理的義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
言，願獲得安樂。
那些通曉神聖真理的人，為具甚深智慧者佛陀所教導。即使他們極為不專注，在
意識領域中也不會存在第八識。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
獲得安樂。
隨著他洞察力的增強，他放棄了三種心態：即自我幻想、懷疑和沉溺於毫無意義
的儀式和法會。如果有的話，他也完全擺脫了這四個悲苦狀態，因此無法犯下六
大錯誤行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他藉由身 體
( 、
)語 言
( 、
)意 識
( 可
) 能仍然造作惡行，他不可能隱瞞；既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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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宣布，對於一個宣稱自己已經證得涅槃正道的人，這是不可能隱瞞的。這是無
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猶如森林地的樹林，雖然在夏初的炎熱，樹上是加冕盛開的花朵。即使是崇高的
佛法導致的平靜，由佛陀教導的最高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一真
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這 位 無 上 至 尊 的 佛 陀 ， 是 無 上 涅 槃 的 證 悟 者 ， 是 無 上 涅 槃 佛 法 的 傳授者，是崇高
無上聖道的帶領者，是無上至尊的佛陀所教導的佛法。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
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他們的舊業已除，新業不再生起，且心念不執著於來生。他們再生的潛意識種子
已死，且無求來生之欲；這些智者們其欲熄滅生死存在，如同已燃燼的燈火。這
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非人類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天人
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如來佛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
眾人所崇敬的圓滿佛法，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

三
(稱
)

眾人所崇敬的圓滿僧寶，願獲得安樂。

南無觀世音菩薩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
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
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
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
淺處。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
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
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若
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
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稱
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
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
以無畏施於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眾商人聞。俱發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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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眾生。多於淫欲。常
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痴。
無 盡 意 。 觀 世 音 菩 薩 有 如 是 等 大 威 神 力 。 多 所 饒 益 。 是 故 眾 生 。 常應心念。若
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
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眾人愛敬。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力。若有眾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是
故眾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
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
藥。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
言。若復有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禮拜供養。是二人福。正等無
異。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窮盡。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得如是無量無邊
福德之利。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何而為眾生說
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

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
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
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
身而為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大將
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應以毘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毘沙門身
而為說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
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
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
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
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應以天
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
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
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是故汝
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
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
當供養觀世音菩薩。即解頸眾寶珠瓔珞。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作是言。
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時觀世音菩薩不肯受之。無盡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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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
四眾。及於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
寶佛塔。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爾時無盡意菩

種種諸惡趣

具足神通力

眾生被困厄

雲雷鼓掣電

蚖蛇及蝮蝎

若惡獸圍繞

或遇惡羅剎

咒詛諸毒藥

或囚禁枷鎖

或遭王難苦

或值怨賊繞

或被惡人逐

或在須彌峰

或漂流巨海

假使興害意

我為汝略說

弘誓深如海

具足妙相尊

世尊妙相具

廣大智慧觀

地獄鬼畜生

廣修智方便

無量苦逼身

降雹澍大雨

氣毒煙火然

利牙爪可怖

毒龍諸鬼等

所欲害身者

手足被杻械

臨刑欲壽終

各執刀加害

墮落金剛山

為人所推墮

龍魚諸鬼難

推落大火坑

聞名及見身

歷劫不思議

偈答無盡意

我今重問彼

悲觀及慈觀

生老病死苦

十方諸國土

觀音妙智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念彼觀音力

心念不空過

侍多千億佛

汝聽觀音行

佛子何因緣

普明照世間

常願常瞻仰

以漸悉令滅

無剎不現身

能求世間苦

應時得消散

尋聲自迴去

疾走無邊方

時悉不敢害

還著於本人

釋然得解脫

刀尋段段壞

咸即起慈心

不能損一毛

如日虛空住

波浪不能沒

火坑變成池

能滅諸有苦

發大清淨願

善應諸方所

名為觀世音

薩。以偈問曰。

真觀清淨觀

能伏災風火

眾怨悉退散

慧日破諸暗

念彼觀音力

是故須常念

無垢清淨光
怖畏軍陣中

勝彼世間音

能為作依怙

滅除煩惱焰

諍訟經官處

梵音海潮音

於苦惱死厄

是故應頂禮

澍甘露法雨

妙音觀世音

觀世音淨聖

福聚海無量

慈意妙大雲

念念勿生疑

慈眼視眾生

悲體戒雷震

具一切功德

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
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說是普門品時。眾中八萬四千眾生
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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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 聖誕日讚偈
觀音誓願妙難思 赴感應機不失時
救苦尋聲磁吸鐵 現身說法月應池
塵剎國中咸事濟 娑婆界內更垂慈
深恩窮劫莫能讚 冀愍群萌普護持
南無普陀山琉璃世界 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稱念一 ○
八聲）

拜願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大迴向
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眾生。迴向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
一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

（個別迴向跪誦）

堂。壽命無量。 （一拜）

小迴向

迴向個人累世冤親債主父母兄弟姊妹。歷代祖先。現世往生親人。三惡道眾生。
皆得往生西方世界。
迴向個人親人累世業障消除。智慧增長。諸事吉祥。長發菩提心。歸信三寶。修
行佛法。得生淨土。 （一拜）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皆由無始貪瞋癡

（合誦）

往昔所造諸惡業

一切我今皆懺悔

懺悔偈
從身語意之所生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不退菩薩為伴侶

九品蓮華為父母

淨土迴向偈
華開見佛悟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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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薩 聖誕日念誦經文
先禮拜堂上所供奉的諸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南無日光遍照菩薩
南無月光遍照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賢聖僧

滅定業真言

各
( 一拜

唵 。 布 羅 馬 爾 達 尼 。 史 哇 哈 。 廿( 一 遍 )

)

佛陀為僧眾每次開示前，以如下詩偈告誡僧團：
人身難得今已得，凡人的生活生命是困難的。
佛法難聞今已聞，佛陀的出現乃是真正的稀有難得。

五百阿羅漢開始黎明的早課一起吟誦三皈依禮敬佛陀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向世尊，無上士，正遍知者致敬。

《
( 中部•布喻經》

如此的世尊：無上完美的、正遍知覺醒的、天生具有知識與美德；已走上了正
道，是世界的理解者、無可比的調御師、人天師、覺醒的世尊。
世尊善巧教導的佛法，是立即可以終生永恆受益的；吸引我們去體驗，引領我們
向上，經由智者而得以個別瞭解。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健全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誠實的行為，
世尊弟子的僧團有智慧的行為，世尊弟子的僧團有適中的行為。
這四對的人，即八個人，是世尊的僧團。值得我們供養、真誠接待、贈禮物與致
敬，是給世界無可比的功德。

迦葉說：比丘們每天必誦佛陀的證言之詩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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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給少欲的人，不是給多求的人。
佛法是給知足的人，不是給不知足的人。
佛法是給喜愛退隱的人，不是給喜愛社交的人。
佛法是給能量充沛的人，不是給懶散無力的人。
佛法是給有正念專心的人，不是給無正念散心的人。
佛法是給沉著鎮靜的人，不是給焦浮不安的人。
佛法是給有智慧的人，不是給無智慧的人。

)

)

佛法是給喜愛活在免於障礙中的人，不是給喜愛活在障礙中的人。

三
(稱

小
( 部小誦第六經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寶石經》
任何聚集在此處的非人類眾生，在陸地的或在天空的，願一切眾生以平靜的心，
能專心地聆聽這些話語。
一切非人類眾生要專心地聆聽，對人類要仁慈，他們日夜供養您們祭品，因此，
要盡力保護他們。
任何是這個世界或他方世界的珍寶，或天上世界的珍寶，都不能與如來世尊相
比，在佛陀身上才能找到這種珍寶。願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斷滅煩惱，解脫輪迴和不死的無上涅槃，寂靜正定的釋迦聖人佛陀已了知這種無
與倫比的涅槃正法，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至尊無上的佛陀，讚美那些能帶來無盡禪定的聖潔八正道。這種無與倫比的禪
定，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被賢者稱讚的八個人構成四對賢者，他們是佛陀的門徒，值得供養。供養他們的禮
物會獲得豐厚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運用他們自己的堅定意志，遵行佛陀喬達摩的教誨，解脫內心污垢；他們已能達
到至高羅漢境界，進入不死涅槃，自由獲得享受涅槃寂靜之樂。這是無上珍貴的
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正如一個深深種植在地上的柱子，站在四個季度的風中而不動搖；因此，我也宣
稱，那是以智慧理解神聖真理的義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
言，願獲得安樂。
那些通曉神聖真理的人，為具甚深智慧者佛陀所教導。即使他們極為不專注，在
意識領域中也不會存在第八識。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
獲得安樂。
隨著他洞察力的增強，他放棄了三種心態：即自我幻想、懷疑和沉溺於毫無意義
的儀式和法會。如果有的話，他也完全擺脫了這四個悲苦狀態，因此無法犯下六
大錯誤行為。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90．
．91．

‧地藏菩薩 聖誕日念誦經文‧
‧地 藏 菩 薩 聖 誕 日 念 誦 經 文 ‧

任何他藉由身 體
( 、
)語 言
( 、
)意 識
( 可
) 能仍然造作惡行，他不可能隱瞞；既然已
經宣布，對於一個宣稱自己已經證得涅槃正道的人，這是不可能隱瞞的。這是無
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猶如森林地的樹林，雖然在夏初的炎熱，樹上是加冕盛開的花朵。即使是崇高的
佛法導致的平靜，由佛陀教導的最高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一真
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這 位 無 上 至 尊 的 佛 陀 ， 是 無 上 涅 槃 的 證 悟 者 ， 是 無 上 涅 槃 佛 法 的 傳授者，是崇高
無上聖道的帶領者，是無上至尊的佛陀所教導的佛法。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
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他們的舊業已除，新業不再生起，且心念不執著於來生。他們再生的潛意識種子
已死，且無求來生之欲；這些智者們其欲熄滅生死存在，如同已燃燼的燈火。這
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非人類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天人
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如來佛陀，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眾人
所崇敬的圓滿佛法，願獲得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眾人
所崇敬的圓滿僧寶，願獲得安樂。

恭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三塗六道聞妙法

地藏菩薩妙難倫
金錫振開地獄門

四生十類蒙慈恩

化現金容處處分

地藏菩薩 聖誕日讚偈

明珠照徹天堂路
九蓮台畔禮慈尊
地藏菩薩

累劫親姻蒙接引
南無九華山幽冥世界
南無地藏菩薩 （稱念一 ○
八聲）

拜願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文殊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十方菩薩摩訶薩

大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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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三塗休息。國豐民安。邪見眾生。迴向正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
一切眾生。皆生無量壽佛國。身諸相好。智慧辯才如阿彌陀佛。所獲果報巍巍堂

（個別迴向跪誦）

堂。壽命無量。 （一拜）

小迴向
迴向個人累世冤親債主父母兄弟姊妹。歷代祖先。現世往生親人。三惡道眾生。
皆得往生西方世界。
迴向個人親人累世業障消除。智慧增長。諸事吉祥。長發菩提心。歸信三寶。修
行佛法。得生淨土。 （一拜）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合誦）

皆由無始貪瞋癡

華開見佛悟無生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不退菩薩為伴侶

一切我今皆懺悔

)

九品蓮華為父母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懺悔偈
往昔所造諸惡業

淨土迴向偈
願生西方淨土中

小(部集《箭經》，佛教喪禮及悼念大會時必念誦開示經文

做七及公祭念誦經文
往生哀偈經文
人生在世是不可預期的與不確定的。
生活在這裡是困難的、短暫的，要受到痛苦的束縛。
生命一出生後，就將會走向死亡，那是無處可逃的。當老年到來時，或其他
原因，然後就是死亡，這就是活著的生命的必經之路。
果子成熟時，它在第二天早晨也許就會掉下來。完全一樣的方式，生命一出
生後，隨時也都可能死亡；就像由陶藝家所製作的陶茶壺，結果往往會有破損，
凡人的生命也是如此。
年輕人與老年人，不管是愚笨的或有智慧的，他們都將落入死亡的困境，所
有生命都會走向死亡。
他們被死亡征服，他們去到另外一個世界；那是連父親也救不了他的兒子，
連家庭也救不了他們的親戚。
看吧！親戚們都在注視著，在熱淚中呻吟；人還是一個接一個被帶走，就像
家畜被送去屠宰場。
因此，死亡與年老是世界各地方都有的；所以，有智慧的人看到這種世間的
自然本質，是不會哀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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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你無法了知他生是從何處而來，死後將往何處去，所以為他哀傷是毫無意義
哀傷的人是一無所得的。他這麼做，就像愚笨的人想要傷害自己，是好不到哪
裡的。假如有智慧的人這麼做，他也是與愚癡人一樣。
哭泣與哀嚎是無法產生安祥的心智，相反的，它會導致更多的苦難與更大的
疼痛。
哀悼者會變得蒼白又瘦弱，這是對他自己的施暴，卻仍無法使死者復生，他
一個人無法捨離憂愁，就會走向更深的痛苦，他的哀悼使他成為憂愁的奴

的哀悼是無意義的。
僕。
看著那些能面對死亡的人，就是經歷前世行為後果而能安然活下來的人；當
他們發現自己是被死亡所困時，他們是驚慌失措的。
人們所期待的，總是與實際所發生的不一樣；由此而產生極大的失望，這就
是這個世間運作的方式。
一個人也許活一百歲，或更長久；但是，到頭來，他還是要與親戚親人分離
的，他也是要把生命留給這個世界。
所以，一個高貴的人放棄了他的哀傷，我們可以傾聽，向他學習。他看到的
是，某個已過世、已經歷過他生命中的苦難；他會說，這個人再也不會被我看見了。

當一間房子著火時，我們用水把火熄滅。同樣的，有智慧、有技巧、有學
識，與自力更生的人；在憂愁一升起時，就立即將它熄滅。這就像風會把一簇棉
花吹散一樣。
一個人想要尋求他自己的幸福，就要把塞滿指向哀傷、慾望與絕望箭頭的推
車，拖出來丟棄。
一個已拔掉標箭推車的人，他已沒有渴求；他已獲得心智的安祥，他通過了

)

所有的哀傷考驗。這個人，有免於哀傷的自由，是靜默不動的。

對
( 亡者或臨命終者開示文

臨命終者可朗誦《長部•大念處經》
《長部•大念處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劍磨瑟曇鎮。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這樣說：「比丘們，有一條唯一的道路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憂悲、滅除苦
惱、得正道、證涅槃，這就是四念處。
四念處是什麼呢？比丘們，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
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
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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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身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
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他只是念及呼氣和吸氣。當呼氣長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
長；當吸氣長的時候，知道自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短；當
吸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吸氣短。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
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
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比丘們，就正如一位熟練的轉盤製陶技師或他的徒弟，當拉了一個長轉的時
候，知道自己拉了一個長轉；當拉了一個短轉的時候，知道自己拉了一個短轉。
同樣地，一位比丘當呼氣長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知道自
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知道自己吸氣
短。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
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當行走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行走；當站立的時候，
知道自己在站立；當坐下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坐下；當躺臥的時候，知道自己在
躺臥；無論身體做什麼樣的動作，都知道自己在做那些動作。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
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
體有覺知；在穿衣持缽的時候，對穿衣持缽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
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
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
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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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淨的東西。在這個身體裏有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
骨髓、腎、心、肝、右肺、脾、左肺、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
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兩邊開口的袋，當中裝滿各種穀類，有白米、稻米、綠
豆、眉豆、芝麻、糙米。一個有眼睛的人解開這個袋口的結，便可以審視：這是
白米，這是稻米，這是綠豆，這是眉豆，這是芝麻，這是糙米。同樣地，一位比
丘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各種不淨的東西。在這個身體
裏有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右肺、
脾、左肺、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
口水、鼻涕、黏液、尿。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這樣審視身體：身體以界而建立，以界作為依靠；
在這個身體之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就正如一位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屠宰了牛隻，分開了牛的身體各
部分；把牠放在廣場，然後坐下來賣。同樣地，一位比丘這樣審視身體：身體以

界而建立，以界作為依靠；在這個身體之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過了一天、兩天或三
天，屍體腫脹、發黑、流膿。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
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屍體被烏鴉所吃、被鷹
所吃、被鷲所吃、被狗所吃、被豺所吃，被各種動物昆蟲所吃。他把自己的身體
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
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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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帶著血肉，連著
腱骸骨沒有肉、染著血，連著腱骸骨沒有血肉，連著腱骸骨四散，遍佈各方：手
骨在一方，腳骨在一方，小腿骨在一方，大腿骨在一方，髖骨在一方，脊骨在一
方，頭骨在一方。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跟隨相同的規
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看見屍體被人丟棄在荒塚，骸骨就像螺貝那般白的
骸骨堆積經年，骸骨腐爛成粉末。他把自己的身體來相比，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是
跟隨相同的規律，也是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不能倖免的。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外在的身體，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身體；他也可以如實觀察身體的生法，或如實觀察身體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身體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身體，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也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受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當感受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樂受；當感受苦受的
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苦受；當感受不苦不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不苦不
樂受。
當感受物質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物質的樂受；當感受心靈樂受的
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心靈的樂受。當感受物質苦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物
質的苦受；當感受心靈苦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心靈的苦受。當感受物質不
苦不樂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感受物質的不苦不樂受；當感受心靈不苦不樂受的時
候，知道自己在感受心靈的不苦不樂受。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感受，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感受，或如實觀察內
在和外在的感受；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感受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感受的滅法，或如
實觀察感受的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感受，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
上沒有任何依賴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受了。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心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
內心有貪欲時，知道自己內心有貪欲；內心沒有貪欲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
貪欲。
內心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心有瞋恚；內心沒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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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恚。
內心有愚癡時，知道自己內心有愚癡；內心沒有愚癡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
愚癡。
內心集中時，知道自己內心集中；內心不集中時，知道自己內心不集中。
內心廣大時，知道自己內心廣大；內心不廣大時，知道自己內心不廣大。
內心高尚時，知道自己內心高尚；內心不高尚時，知道自己內心不高尚。
內心有定時，知道自己內心有定；內心沒有定時，知道自己內心沒有定。
內心解脫時，知道自己內心解脫；內心不解脫時，知道自己內心不解脫。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心，或如實觀察外在的心，或如實觀察內在和
外在的心；他也可以如實觀察心的生法，或如實觀察心的滅法，或如實觀察心的
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心，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
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心了。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蓋。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五蓋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貪欲時，知道自己內裏有貪欲；內裏沒有貪欲時，
知道自己內裏沒有貪欲。他知道沒有生起的貪欲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貪欲
怎樣可以斷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貪欲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裏有瞋恚；內裏沒有瞋恚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
瞋恚。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瞋恚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瞋恚怎樣可以斷除，知
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瞋恚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昏睡時，知道自己內裏有昏睡；內裏沒有昏睡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
昏睡。他知道沒有生起的昏睡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昏睡怎樣可以斷除，知
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昏睡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掉悔時，知道自己內裏有掉悔；內裏沒有掉悔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
掉悔。他知道沒有生起的掉悔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掉悔怎樣可以斷除，知
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掉悔將來不會再生起。
內裏有疑惑時，知道自己內裏有疑惑；內裏沒有疑惑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
疑惑。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疑惑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疑惑怎樣可以斷除，知
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疑惑將來不會再生起。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
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
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
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蓋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取蘊。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五取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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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一位比丘觀察：色是什麼，色怎樣集起，色怎樣滅除；受是什麼，
受怎樣集起，受怎樣滅除；想是什麼，想怎樣集起，想怎樣滅除；行是什麼，行
怎樣集起，行怎樣滅除；識是什麼，識怎樣集起，識怎樣滅除。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
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
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
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五取蘊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內六處和外六處。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內六處和外六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眼，什麼是色；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
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
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耳，什麼是聲，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
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
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鼻，什麼是香，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
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
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舌，什麼是味，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
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
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身，什麼是觸，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
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
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比丘們，一位比丘知道什麼是意，什麼是法；他也知道所有結縛都是依這兩
處而產生的。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結縛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結縛怎樣可以斷
除，知道怎樣可以使斷除了的結縛將來不會再生起。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
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
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
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內六處和外六處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七覺支。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七覺支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念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有念覺支；內裏沒有念覺
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念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念覺支怎樣會生起，知道生
起了的念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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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擇法覺支，知道自己內裏有擇法覺支；內裏沒有
擇法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擇法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擇法覺支怎樣會生
起，知道生起了的擇法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精進覺支，知道自己內裏有精進覺支；內裏沒有
精進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精進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精進覺支怎樣會生
起，知道生起了的精進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喜覺支，知道自己內裏有喜覺支；內裏沒有喜覺支
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喜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喜覺支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
了的喜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猗 柔
( 和輕安 覺
) 支，知道自己內裏有輕安覺支；內
裏沒有輕安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輕安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輕安覺支怎
樣會生起，知道生起了的輕安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定覺支，知道自己內裏有定覺支；內裏沒有定覺支
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定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定覺支怎樣會生起，知道生起
了的定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裏有捨覺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有捨覺支；內裏沒有捨覺
支時，知道自己內裏沒有捨覺支。他知道沒有生起的捨覺支怎樣會生起，知道生
起了的捨覺支怎樣可以使它修習圓滿。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
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
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
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七覺支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四聖諦。
比丘們，什麼是如實觀察四聖諦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
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
比丘們，什麼是苦聖諦呢？
生是苦的，老是苦的，死是苦的，憂、悲、苦、惱、哀是苦的，求不得是苦
的；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的。
比丘們，什麼是生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在當中投生、入
胎、成形、出生，五蘊出現，取得六處。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生了。
比丘們，什麼是老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年老、衰弱、牙齒
掉下、頭髮轉白、面有皺紋、壽命減短、身心退化。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老了。
比丘們，什麼是死呢？無論哪種形式、哪種類別的眾生，身壞、命終、逝
世、死亡、五蘊散壞、屍骸被遺棄。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死了。
比丘們，什麼是憂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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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愁。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憂了。
比丘們，什麼是悲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悲傷、
悲痛。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悲了。
比丘們，什麼是苦呢？各種身體的苦，各種身體的不快；感受各種由身體接觸
事物所帶來的苦和不快。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苦了。
比丘們，什麼是惱呢？各種內心的苦，各種內心的不快；感受各種由內心接觸
事物所帶來的苦和不快。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惱了。
比丘們，什麼是哀呢？面對各種不幸，受各種苦惱的事情影響，生起哀傷、
哀痛。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哀了。
比丘們，什麼是求不得是苦呢？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生，希望生不
會到來。但是，生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
求不得是苦了。
比丘們，什麼是求不得是苦呢？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老，希望老不
會到來。但是，老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
求不得是苦了。
比丘們，什麼是求不得是苦呢？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病，希望病不
會到來。但是，病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
求不得是苦了。

比丘們，什麼是求不得是苦呢？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死，希望死不
會到來。但是，死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
求不得是苦了。
比丘們，眾生心有所求：希望自己沒有憂、悲、苦、惱、哀，希望憂、悲、
苦、惱、哀不會到來。但是，憂、悲、苦、惱、哀是眾生的自然法則，不能因為
有所求便可以達成願望，這就是求不得是苦了。
比丘們，什麼是五取蘊是苦呢？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取著色蘊，取著受
蘊，取著想蘊，取著行蘊，取著識蘊。這就是五取蘊是苦簡略來說，五取蘊是苦
了。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苦聖諦了。
比丘們，什麼是苦集聖諦呢？
欲愛、有愛、無有愛是帶來後有的原因。這些渴愛和喜貪連在一起，使人對
各種事物產生愛喜。
比丘們，這些渴愛在哪裏生起、在哪裏紮根呢？世上哪裏有令人喜愛的事
物、令人愉悅的事物，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有什麼事物令人喜愛、令人愉悅呢？
世上的眼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鼻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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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舌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身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意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色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眼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耳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鼻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舌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身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意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眼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耳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鼻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舌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身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意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因眼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耳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鼻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舌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身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意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的色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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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味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色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味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色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味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色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味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色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味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苦集聖諦了。
比丘們，什麼是苦滅聖諦呢？
對渴愛徹底無欲、熄滅、離棄、放捨、解脫、不黏著。
比丘們，哪裏是捨棄渴愛、清除渴愛的地方呢？世上哪裏有令人喜愛的事
物、令人愉悅的事物，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有什麼事物令人喜愛、令人愉悅呢？世上的眼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
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鼻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114．
．115．

．做七及公祭念誦經文．
．做七及公祭念誦經文．

世上的舌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身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意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色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眼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耳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鼻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舌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身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意識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眼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耳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鼻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舌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身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意觸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因眼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耳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鼻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舌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身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
紮根。
世上因意觸而生起的受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
清除。
世上的色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聲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香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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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味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觸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生起、就在那裏紮根。
世上的法想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色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聲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香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味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觸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法思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色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聲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香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味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觸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法愛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色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聲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香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味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觸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法覺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色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聲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香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味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觸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世上的法觀令人喜愛、令人愉悅，渴愛就在那裏捨棄、就在那裏清除。
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苦滅聖諦了。
比丘們，什麼是苦滅之道聖諦呢？
就是這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比丘們，什麼是正見呢？
知苦、知苦集、知苦滅、知苦滅之道。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見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思維呢？
出離的思維、不瞋恚的思維、不惱害的思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思維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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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語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業呢？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業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命呢？
比丘們，聖弟子捨棄不正當的謀生方式，以正當的方式來謀生活命。比丘
們，這就是稱為正命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精進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為了不讓內心生起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他精進、
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內心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
決心、專注；為了讓內心生起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
注；為了讓內心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
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精進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念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
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念了。
比丘們，什麼是正定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
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
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
捨 心 ， 對 喜 沒 有 貪 著 ， 有 念 和 覺 知 ， 通 過 身 體 來 體 會 樂 ──
聖者說：這人有捨，
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滅除了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
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正
定了。
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苦滅之道聖諦了。
就是這樣，他如實觀察內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外在的法，或如實觀察內在和
外在的法；他也可以如實觀察法的生法，或如實觀察法的滅法，或如實觀察法的
生滅法；他也可以持續繫念這個法，對此只是保持智和念而在世上沒有任何依賴
和執取。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之中的四聖諦了。
比丘們，任何人修習這個四念處七年，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
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比丘們，不要說七年，任何人修習這個四念處
六年、五年、四年、三年、兩年、一年，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
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比丘們，不要說一年，任何人修習這個四念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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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月 ， 他 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
比丘們，不要說七個月，任何人修習這個四念處六個月、五個月、四個月、
三個月、兩個月、一個月、半個月，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
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
比丘們，不要說半個月，任何人修習這個四念處七天，他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
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
比丘們，以上說的，就是唯一的道路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憂悲、滅除苦惱、
得正道、證涅槃，亦即是四念處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註：念誦《長部大念處經》緣由

阿難言：「師父針對禪修的主題，最重要的開示，特別是在內觀的技巧上。它一共
分成四個部分：
一為身體，二為情緒感覺與感官，三為心智心念，四為各種道德與智力主題。
常常對臨終者朗誦這部經《長部大念處經》，以有助於淨化他們的想法，能達到更
快樂的再出生。」 如
( 同正德佛堂殊勝的助念開示 )
阿那律言：「在禪修中的所有技巧、主題與目標的必要元素，是正念。阿那律說，
不論是發展洞見力或專注的禪定修行方法，都是要聚焦、停留在當下時刻中。」

佛弟子修行指南
假如可以遵守這七種條件，社區或國家都不會衰滅，只會長存與
繁榮。
第一，經常相聚討論，保持公開與清楚的溝通管道。
第二，在和諧與團結中相聚，以及在和諧與團結中工作。
第 三 ， 尊重與遵守各種法律，或假如發現法律有所錯誤，要以合法方式加以修改。
第四，要尊重與聆聽宗教界與世俗上值得尊敬的領袖。
第五，要戒除進行或倡導暴力犯眾，例如強姦、毀壞他人財產或殺生。
第六，要尊敬、保護、維持道場聖地與宗教場所。
第七，最後，是身為領袖要保持個人的正念。如此，在未來人民中的好人，都會
臨靠於他；而已經相聚的好人，會對他感覺輕鬆自在。

摩訶那馬比丘問佛，如何算是一位在家正信佛弟子？
佛言，假如他已皈依佛、法、僧就是一個在家信眾。

在家弟子要怎樣才是有美德的呢？
佛言，假如一個在家信眾能戒絕殺生、偷盜與邪淫，不妄語、戒絕酒；含酒精飲
料與麻醉品，戒絕這一切玩忽行為的根本，就是有美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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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弟子要怎樣才能為自己與別人的福利安樂而活？
佛言：
１假如一個在家信眾自己對佛法有信心，有德行與布施，也能鼓勵別人如此做。
２假如他自己喜歡參拜比丘，聆聽正信佛法，也能鼓勵別人如此做。
３假如他自己能將所聽到的教示，謹記於心智、心念中，並小心檢驗其意涵，也
能鼓勵別人如此做。
４假如他自己能瞭解文字與意涵，並依法修行，也能鼓勵別人如此。

佛
( 陀首次對釋迦家族開示佛法
)

在這四種情況下，摩訶那馬，一個在家弟子就是為自己與別人的福利安樂而活。

在家眾奉獻三寶前應唱誦五戒文
佛陀說：「由於今天是七年以來，我與家人的第一次團圓；為了慶祝這個因
緣，我要教給你們遵守五戒，這樣你們就可以迎向健全、有美德的生活。將來任
何時候，你們在家眾聚會要向佛、法、僧進行奉獻時，你們就重複這五戒來紀念
這一天。
第一戒是：我遵守本戒，能戒除殺生；這一生我要為所有眾生的福祉而生活。
第二戒是：我遵守本戒，能戒除偷盜；我要對所有人，隨時快樂分享。
第三戒是：我遵守本戒，能戒除邪淫；我會保護我的身體，隨時隨地照顧它。
第 四 戒 是 ： 我遵守本戒，能戒除妄語；我會溫柔地說實話，隨時保持莊嚴的行為。

第五戒是：我遵守本戒，能戒除使用麻醉毒品；我會隨時保持心智的清楚與乾
淨。」

又
( 名《慈心應作經》，小部小誦篇

)

巴帝耶說：「從此以後，我們每回只要有奉獻唱誦，都是用這個方式。」

《慈經》
佛言，比丘樹下坐禪前應誦經文

一個有能力去行作應作的善事，他已是一位理解了寧靜安祥狀態的人。他
應該能夠正直、誠實、柔和、溫順、不自負、知足、少欲、少俗務、生活簡樸、
少感官欲樂、謹慎、不魯莽、不貪戀家人親情、不作小惡之事，免遭賢明人士譴
責。他應發善願：
願所有的眾生都是幸福和安全的，願他們心智都是幸福！無論任何會呼吸的
眾生或會活動堅強的任何生命，無論他們是高長的、巨大的、中等的、矮小的、
微細的身體；那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眾生，那些住在遠方或住在附近的人，那些
出生或為求出生的眾生，願所有眾生心智都是幸福！
任何人都不應該欺騙別人，也不應該鄙視任何人；無論他們在哪裡，他不應
該因為憤怒或怨恨而渴望為另一個人受苦。就像母親用生命保護她唯一的兒子一
樣，他也應該對所有眾生，發揮無量慈愛的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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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世界，他應該發揮無量的慈愛心念，遍及上方、下方、橫跨中間之一
切十方世界，無障礙、無仇恨或敵人。
無論是站著、走著、坐著、躺著；只要他不懶散，他就應該在這種正念上得
到解脫。因此，他們智者說，這才是真實的精神修行生活。
沒有回到錯誤的知見情況下，善良的、被賦予了真實的知見；消除了對感官
快樂的所有貪婪，他將永遠不會再回來躺在子宮裡輪迴生死。
佛陀對比丘們言：「一位修禪者，應如何對宇宙眾生發揮慈愛與祝福的心
念。」
佛言：「世間上的任何功德，都不如散發慈心的十六分之一。慈心的散發，
遠遠的超越任何的光芒。願眾生散發慈心，願眾生在現在、在當下、在未來，不
論他們在任何時刻、任何一方、任何一界中受生；願所有眾生遠離痛苦、遠離敵
意、遠離危險、遠離仇恨、遠離悲傷。願所有眾生得以沈浸在慈愛的波動中，無
偏見的執著。願他們處處法喜充滿，永遠自在安樂。」
註：朗誦《慈經》的緣由

有次，佛陀在舍衛城時，一群比丘得到世尊的允許，在遠處的一座森林中修習禪
定，每位比丘都選擇一棵大樹作為修禪之地。由於比丘們禪定時所產生的精神功德能
量，撼動那些樹神，導致不能居住在比丘上方的樹林，樹神們只好帶著家眷大小來到

空曠地面上居住，令樹神們覺得很悲慘不安，因此希望比丘們最好住幾天就離開。
當眾多樹神得知比丘們在整個雨季結夏安居三個月後 令
, 生活在空曠地面上過得很痛
苦的樹神們，決定藉由各種方法來攻擊侵擾比丘禪定；甚至放出難聞的氣味，看看
能不能把比丘們嚇走。此時受到各種幻象與聲音難聞氣味壓迫的比丘們，待了一段
時間，再也無法忍受這種侵擾，就回到世尊處，向佛報告於樹林裡禪定時所遭遇的
困擾。因此，世尊就為比丘們宣說了這部《慈經》 (Metta Sutta)
，要比丘們禪定之
前，當誦念這部《慈經》，以及對所有眾生散發慈愛心念。
比丘們得受世尊的教導，再度回到森林的個別禪定處；就依照世尊的教誨，禪定之
前，以慈愛心念誦《慈經》，使整個森林都籠罩在慈心的能量波動當中。眾樹神深
深地被這份慈愛心念所感動，因此就讓比丘們續留在樹林中禪修及結夏安居；而不
再侵擾比丘們禪定，比丘們也安心並順利地完成禪修及三個月雨季安居。

佛言，教導別人佛法，當遵行五種原則
佛說：「要對別人教導佛法是不容易的。要教導佛法，自己應當設定五種標準，
那五種？」
１我會做有次第的開示。
２我會做有充分推理的開示。
３我會依動之以同感同情而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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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我不會為了世俗利益而說法。
５我不會對自己或別人轉彎抹角地說法。
６佛法應當以這五種方式，教導別人。

佛制比丘出家受戒程序
佛陀對比丘們宣說：「從今天開始，比丘們，可以把你所教誨的人融入你所在的
地區，必給予初階與較高階的授戒。授戒的程序是：首先，剃光鬍子與頭髮，穿
上橙黃色的僧袍，有一件是要穿在左肩上。接著，求道者向比丘的足部致敬，跪
下合掌、背誦：
第一次，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第二次，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第三次，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佛言，比丘只有八種品質，則可傳揚佛法
「比丘們，一位比丘賦予有這八種品質，就足以成為佛法意旨的傳遞者，是那八
種呢？
１一位比丘要具備自己是聆聽者。
２同時也能使他人成為聆聽者。
３是學習者。

４也同時是教導者。
５是了知者。
６也同時是詳細闡述者。
７ 是善於辨認墨守成規的從眾性，或非墨守成規的非從眾性。
８是不會陷入於爭論中。
比丘們，舍利弗天生賦有這些品質，他足以成為佛法意旨的傳遞者。來到相
當重要的結集會議，對於師父的話語意旨，開示時不會動搖、不會失敗、也不會
有所隱藏；說話時也不會懷疑，被質問時從不會生氣動怒。這樣的人，就是那位
比丘，已成為佛法意旨的傳遞者。」
巴帝耶說：「佛陀認為舍利弗天賦這些品質，足以成為佛法意旨的傳遞者，
是確切無誤的。假如佛教中有一百位比丘，能有他那樣的教學水準，那麼這個世
界就已經完全變成佛教徒了。」

比丘外出弘法利生前，當受到充分的訓練
阿難言：「佛陀對於告誡新進比丘，曾給我一次開示。佛陀認為在他們外
出從事弘法利生活動前，他們應當受到充分的訓練。他預見他們會經歷到很多挑
戰，他希望不論面對什麼，他們都要有所準備。」
阿難言，佛陀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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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這些新進的比丘，最近剛剛要外出，剛剛學會佛法與戒律；應當要
敦促他們安頓與建立在五種事上，是哪五件事呢？
來，朋友們，要有美德，戒絕於不健全的行為；要有完美行為與風度，知道
最微小的犯錯都是危險的，需要承受訓練規則，使自己身在其中。
來，朋友們，要守護感官之門。以正念為守衛，以有識別力的正念，以深受
保護的心智心念，以維持正念的心智心念來守護它們。
來，朋友們，不要多說多談，要在言談上設限。
來，朋友們，要做個叢林居民，要依靠於森林與林地的遙遠寄住所。
來，朋友們，要有正確知見，要有正確觀點。
那些比丘們，阿難，是新進者，是最近的外出者；剛剛學會了佛法與戒律，
應當要敦促他們安頓與建立在這五件事上。
優婆離說：「這五點的勸誡已證明，可以讓新進比丘建立在正確的道路上，
並持續而始終不變。」

佛制定僧團不得設置主持當家管理制度，出家人一切依戒依法，
何須管理
佛陀言：「提婆達多，對於僧團的主導管理，我連舍利弗與目犍連都不交給
他們。一個像你言行不健全又不適當的人，我為何應當移交給你呢？」

一個比丘能維護正念的方法
佛陀要確定這些新進的，年輕的比丘們，不會被引誘到喪失他們的正念，而
著迷於交際花菴婆波梨的誘人美麗。因此，他對他們宣說：
「比丘們，一個比丘應住於正念與透澈瞭解。這是我對你們的告誡。一個
比丘要用勤奮、瞭解與正念，把他的心念保持在身體上；藉由把心念深細思量為
身體而能固定不動搖，如此就能排除感官欲望與壓力；否則的話，這些誘惑就會
升起來。一個比丘也是要用同樣的方法與同樣的理由，把他的心念保持在感官知
覺、注意力與注意目標上。」

比丘們，這是一個比丘如何才能維護正念的方法。
佛決定要給他兒子的，是高貴心的七寶繼承：
羅非常喜愛受到很多的教導，也因此贏得了很崇高的尊敬，有一頭銜叫

信心、道德行為、自尊、自制、教育、無私與智慧。
羅

做「服從與教養最是偉大的」。

佛陀如何教導兒子禪修
羅，你應該要開展你的心智，讓它能像四大元素：地、水、火、風的

在一個小住所，佛陀是這樣告誡他的兒子：
「羅

無常空虛。假如你能這樣，那麼，任何可能升起，想要抓取你注意的，不論是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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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不愉快的感官感覺，就不會久留；它們只會慢慢消退。
當有人要把污穢的東西丟在大地上、水中、空氣中或火中，也只是完全一
樣；這些元素從來沒有任何一樣會變得麻煩，使人擔心，或受到困擾。這是你應

羅，要在慈方面發展沈思默想；因為你能發展慈方面的沈思默

可以拋棄任何的惡念
—

該要訓練你的心智的方法。」

慈
還有，羅

可拋棄任何的殘酷
—

想，就可以拋棄任何的惡念。

悲
要在悲方面發展沈思默想；因為你能發展悲方面的沈思默想，就可以拋棄任

可拋棄任何的不滿足
—

何的殘酷。

喜
要在喜方面發展沈思默想；因為你能發展喜方面的沈思默想，就可以拋棄任

可拋棄任何的嫌厭
—

何的不滿足。

捨
要在捨方面發展沈思默想；因為你發展捨方面的沈思默想，就可以拋棄任何
的嫌厭。

慈 悲 喜 捨 四 無 量 心 ——
可拋棄任何貪慾
發展這四無量心的沈思默想；因為你發展四無量心的沈思默想，就可以拋棄

可拋棄我見的自大
—

任何的貪慾。

無常

發展在無常概念的沈思默想；因為你發展在無常概念方面的沈思默想，就可

可得最大福報利益
—

以拋棄「我見、我的」的自大。

正念呼吸

發展在正念呼吸的沈思默想；因為你發展與培養正念呼吸方面的沈思默想，
它就是最好的果報與利益。
這些基本的教導，對於開始學習禪修者，一直都是很有幫助的。

佛言：佛弟子拜訪四處神聖地方，往生後可通往幸運的終點
阿難繼續說：「我問師父在這個時候，假如僧伽們和在家虔誠的信眾們，想
要對他致敬，想要在他們的修行上，為了達到心靈覺醒的目標而受到啟發；在師
父究竟涅槃之後，他們應當去那裡？」
佛說：「阿難，有四處地方，也許他們可以去，將會啟發他們：
１在藍毘尼的娑羅樹叢，是如來出生的地方。
２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是如來證得崇高開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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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米各達瓦那森林的鹿野苑，是佛陀初轉法輪的地方。
４在拘尸那羅的娑羅樹叢這裡，是佛陀很快即將要達到究竟涅槃的地方。
這四個地方，是虔誠的信眾，想要深入心靈的瞭解，與進一步尋求圓滿的
開悟者，值得朝聖之所在。拜訪過這四個神聖殿堂的人，在他們往生與軀體融解
後，將可通往幸運的終點。」

佛說，凡外道修行者要出家為比丘，得見習四個月，通過認可才
可出家
佛答須跋陀言：「一位以前曾經是其他教義的信仰者，假如想要從頭開始，
在我們這個教團授戒成為比丘；他必須要住滿四個月的見習期。在四個月見習期
之後，假如比丘們對他滿意；那麼，他就可以被許可進入到教團裡。」

佛規定出家弟子間互相的稱呼
佛告阿難言：「應改變僧團成員之間，互相稱呼方式。在佛陀時期，年長的
比丘與年輕的比丘隨意地互稱為善男子或朋友。」
佛陀指示從那個時候開始，年長比丘可以稱呼年輕比丘或沙彌，以他們的名
字、他們氏族的名稱，或簡稱為朋友。年輕比丘或沙彌應當尊稱年長、資深的比
丘為「長老尊者」、「法師」。長者、資深的比丘尼，可以稱呼年輕比丘尼或沙
彌尼，以她們的名字、她們氏族的名稱或妹妹。年輕比丘尼或沙彌尼應當尊稱年

長、資深的比丘尼為「長老尼」 和
( 尚尼 。
)

佛規定對於犯戒屢勸不改的比丘，以默擯懲罰
不論車匿比丘所要的、所要說的是什麼，比丘都不要對他說話、告誡或指
教；這是佛陀的回應，這個處罰從此以後就成為眾所皆知的默擯懲罰。雖然它很
少被引用施行，它實質上已創造出在僧團中，有如賤民的被輕蔑者；不是要強迫
誤入岐途的比丘改邪歸正，就是要他永遠離開教團。

佛陀入滅前對比丘弟子們做最後的訓示
阿難言，對佛陀入滅前所說的，他們終於意會到是事實而滲透到他們的心念
心智時；有一股來自比丘們的驚訝喘息，接著是滂沱不止的眼淚，以及不要離棄
他們的懇求。佛陀舉手要他們安靜，說了如下的詩句：
我現在是相當成熟年老，僅僅剩下一點點的生命。
我很快就要離去，把你們留在後面，我已成為我自己的皈依。
比丘們，要有警覺地，運用正念就有純淨美德。
要有沈著的與冷靜的心念心智，運用正確思考，觀注你自己的心念心智。
比丘們，在這個教導，教義與戒律中；他是謹慎與警覺的人，將能夠逃離輪
迴的宿命，與了結所有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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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入滅前對阿難開示最後一句話
師父以最仁慈的表情，流露在眼神中看著阿難，說：
「阿難，如來知道，可以確定的是：在這裡沒有任何一位比丘，關於佛、
法、僧、正道或修行上，有任何的不確定或疑問。阿難，在各種各類的比丘中，
至少都已是初果須陀洹，再也不會出生在任何悲慘的十方世界；他可以保證是出
生在他想要生存的境界，或達到痛苦的止息，朝向洞見力更高的三個層級，而達
到開悟的最高點。」
佛陀最後的遺言：「喔，比丘們，現在我對你們說：所有受條件制約與因緣合
和的事物，都有腐蝕與崩解的本質。不可放逸，要以正念，認真努力地去完成這個
開悟成佛解脫生死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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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斷滅煩惱，解脫輪迴和不死的無上涅槃，寂靜正定的釋迦聖
人佛陀已了知這種無與倫比的涅槃正法，是無上珍貴的法
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The Supreme Buddha extolled a path of purity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calling it the path which unfailingly
brings concentration. There is nought comparable to this
concentration.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Dhamm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至尊無上的佛陀讚美那些能帶來無盡禪定的聖潔八正道。這種
無與倫比的禪定，是無上珍貴的法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
願獲得安樂。

中英文課誦本
《寶石經》The Discourse on the Treasures(小部小誦第六經)
Whatever beings(non-humans)are assembled here,
terrestrial or celestial, may they all have peace of mind,
and may they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se words:

任何聚集在此處的非人類眾生，在陸地的或在天空的，願一
切眾生以平靜的心，能專心地聆聽這些話語。
All beings, listen closely. May you all radiate lovingkindness to those human beings who by day and night, bring
offerings to you(offer merit to you). Wherefore, protect
them with diligence.

一切非人類眾生要專心地聆聽，對人類要仁慈，他們日夜供

The eight persons extolled by virtuous men constitute
four pairs. They are the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and
are worthy of offerings. Gifts given to them yield rich
results.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被賢者稱讚的八個人構成四對賢者，他們是佛陀的門徒，值
得供養。供養他們的禮物會獲得豐厚的福報，這是無上珍貴
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With a steadfast mind, and applying themselves well
in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Buddha Gotama, free from
defilements, they have attained to that which should be
attained (arahantship) encountering the Deathless. They
enjoy the Peace of Nibbana freely obtained. This precious
．139．

養您們祭品，因此，要盡力保護他們。
Whatever treasure there be either in the world
beyond, whatever precious jewel there be in the heavenly
worlds, there is naught comparable to the Tathagata(the
perfect One).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Budd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任何是這個世界或他方世界的珍寶，或天上世界的珍寶，都
不能與如來世尊相比，在佛陀身上才能找到這種珍寶。願憑
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That Cessation, that Detachment, that Deathlessness
(Nibbana) supreme, the calm and collected Sakyan Sage (the
Buddha) had realized. There is nought comparable to this
(Nibbana) Dhamma.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Dhamma. By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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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aningless rites and rituals, should there be any.
He is also fully freed from the four states of woe,
and therefore, incapable of committing the six major
wrongdoings.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隨著他洞察力的增強，他放棄了三種心態：即自我幻想、懷

言，願獲得安樂。

疑和沉溺於毫無意義的儀式和法會。如果有的話，他也完全
擺脫了這四個悲苦狀態，因此無法犯下六大錯誤行為。這是
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Any evil action he may still do by deed, word or
thought, he is incapable of concealing it; since it has
been proclaimed that such concealing is impossible for one
who has seen the Path of Nibbana.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任何他藉由身(體)、語(言)、意(識)可能仍然造作惡行，他
不可能隱瞞；既然已經宣佈，對於一個宣稱自己已經證得涅
槃正道的人，這是不可能隱瞞的。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
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As the woodland groves though in the early heat of the
summer month are crowned with blossoming flowers even so is
the sublime Dhamma leading to the calm of Nibbana which is
taught by the Buddha for the highest good.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Budd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141．

運用他們自己的堅定意志，遵行佛陀喬達摩的教誨，解脫內心
污垢；他們已能達到至高羅漢境界，進入不死涅槃，自由獲得
享受涅槃寂靜之樂。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

As a post deep-planted in the earth stands unshaken
by the winds from the four quarters, so, too, I declare
is the righteous man who comprehends with wisdom the
Noble Truths.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正如一個深深種植在地上的柱子，站在四個季度的風中而不
動搖；因此，我也宣稱，那是以智慧理解神聖真理的義人。
這是無上珍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Those who realized the Noble Truths well taught by him
who is profound in wisdom (the Buddha),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exceedingly heedless, they will not take an eighth
existence in the realm of sense spheres.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那些通曉神聖真理的人，為具甚深智慧者佛陀所教導。即使他
們極為不專注，在意識領域中也不會存在第八識。這是無上珍
貴的僧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With his gaining of insight he abandons three states
of mind, namely self-illusion, doubt, and indul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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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estrial or celestial, come let us salute the Buddha,
the Tathagata (the perfect One), honored by gods and men.
May there be happiness.

猶如森林地的樹林，雖然在夏初的炎熱，樹上是加冕盛開的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非人類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

安樂。

讓我們來禮敬受天人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如來佛陀，願獲得

花朵。即使是崇高的佛法導致的平靜，由佛陀教導的最高的
福報。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

Whatever beings are assembled here terrestrial or
celestial, come let us salute the perfect Dhamma, honored
by gods and men. May there be happiness.

The Peerless Excellent one (the Buddha) the Knower of
Nibbana, the Giver of Nibbana, the Bringer of the Noble
Path, taught the excellent Dhamma.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Budd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

這位無上至尊的佛陀，是無上涅槃的證悟者，是無上涅槃佛

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圓滿佛法，願獲得安樂。

法的傳授者，是崇高無上聖道的帶領者，是無上至尊的佛陀

Whatever beings are assembled here terrestrial or
celestial, come let us salute the perfect Sangha, honored
by gods and men. May there be happiness.

所教導的佛法。這是無上珍貴的佛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

安樂。

任何聚集在此地的一切眾生，或在地上的，或在天上的，讓
我們來禮敬受眾神和眾人所崇敬的圓滿僧寶，願獲得安樂。

《慈經》(The Discourse on Friendliness Meditation)
What should be done by one skill in good, who has
comprehended the state of peace:
he ought to be able to straight, and upright, easy to
speak to, meek, without conceit, satisfied with little,
easy to support, free from duties and light in living, with
faculty at peace, prudent, not forward, and greedless among
the families, he should not do the slightest thing whereby
．143．

言，願獲得安樂。
Their past kamma is spent, their new kamma no more
arises, their mind to future becoming is unattached. Their
germ of rebirth-consciousness has died, they have no more
desire for re-living. Those wise men fade out of existence
as the flame of this lamp which has just faded away. This
precious jewel is the Sangha. By this asseveration of the
truth may there be happiness.

他們的舊業已除，新業不再生起，且心念不執著於來生。他
們再生的潛意識種子已死，且無求來生之欲；這些智者們其
欲熄滅生死存在，如同已燃燼的燈火。這是無上珍貴的僧
寶，憑藉這一真理的證言，願獲得安樂。
Whatever beings (non-human) are assembled here,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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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他不應該因為憤怒或怨恨而渴望為另一個人受苦。
In the same way as a mother would protect her son, her
only son, with her life, so toward all beings he should
develop the measureless thought of friendliness.

others who are wise might find fault with him.

一個有能力去行作應作的善事，他已是一位理解了寧靜安祥
狀態的人。他應該能夠正直、誠實、柔和、溫順、不自負、
知足、少欲、少俗務、生活簡樸、少感官欲樂、謹慎、不魯

就像母親用生命保護她唯一的兒子一樣，她也應該對所有眾生

莽、不貪戀家人親情、不作小惡之事，免遭賢明人士譴責。

發揮無量慈愛的心念。

他應發善願：

Towards the whole wide world he should develop the
measureless thought of friendliness, above, below, and
across the middle, without barriers, hate, or enemy.

May all beings be happy and secure, may all beings in
their hearts be happy!

整個世界，他應該發揮無量的慈愛心念，遍及上方、下方、

Whatsoever breathing beings there are—trembling, firm,
or any other beings,

橫跨中間之一切十方世界，無障礙、無仇恨或敵人。
Standing, walking, sitting, lying, for as long as he is
without torpor, he should be resolved on this mindfulness,
for this, they say here, is the true spiritual life.

無論是站著、走著、坐著、躺著，只要他不懶散，他就應該在
這種正念上得到解脫。因此，他們智者說，這才是真實的精神
修行生活。

願所有的眾生都是幸福和安全的，願他們心智都是幸福

無論任何會呼吸的眾生或會活動的、堅強的任何生命，
Whether they be long or great, of middle size, short,
tiny, or of compact body, those who are seen, and those
who are unseen, those who live far away, those who are
near,those who are born, and those who still seek birth—
may all beings in their hearts be happy!”

無論他們是高長的、巨大的、中等的、矮的、微細的或小巧

Without going back to wrong views, virtuous, and
endowed with true insight, having removed all greed for
sense pleasures, he will never come to lie in a womb
again.

沒有回到錯誤的知見情況下，善良的、被賦予了真實的知見，
消除了對感官快樂的所有貪婪，他將永遠不會再回來躺在子宮
裡輪迴生死。

的身體，那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眾生，那些住在遠方或住在
附近的人，那些出生或為求出生的眾生—願所有眾生心智都
是幸福！
No one should cheat another, nor should he despise
anyone wherever they be, he should not long for suffering
for another because of anger or resentment.

任何人都不應該欺騙別人，也不應該鄙視任何人，無論他們在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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