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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律法師佛學講座 - 楞嚴經 

第一講 : 楞嚴經重點提示 (1) 

請合掌， 

南無大佛頂首楞嚴經。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 

南無大佛頂首楞嚴經。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 

南無大佛頂首楞嚴經。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好！請放掌。 

 

講經前有重點要提示，今天是２００７年元月５日，這是師父出家以來，講第

三次的《楞嚴經》，第一次的《楞嚴經》，在１９８５年，高雄縣美濃鎮雷音寺，

講給比丘僧團聽，當時有錄音，沒有錄影；但是，錄音的效果不好，中間又掉

了好幾卷，所以，沒有辦法整套來出，當時師父三十二歲。第二次講經，講《楞

嚴經》，用台語的，在高雄文殊講堂，１９９２年，用台語的，在高雄文殊講

堂講第二遍，有錄音、有錄影，現在正在積極的整理，台灣和閩南地區的人、

佛弟子，都聽得來。 

 

最近我們一直接到電話，而且是每天，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打電話，一直祈

求、祈禱師父能健康，能夠用國語，為我們佛弟子，虔誠的佛弟子，想聽《楞

嚴經》的人，再講一遍。由於種種的因緣全部都具足，師父也健康起來，就答

應了，說要講這一部《楞嚴經》。 

http://www.muni-buddha.com.tw/dakuan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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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跟《楞伽經》，是三藏十二部經典公認為最難理解的，最艱澀、最

難理解的二部經典。如果要講一些故事，往生的事例，勸人家念念佛，或許諸

位自己看看書，有一些佛教的故事書，或者講因果的；講講勸修念佛的，大致

上，佛弟子都可以看得來。但是，這一部《楞嚴經》就是沒有辦法，如果沒有

大悟，就算你出家十年、二十年，都講不來，看，那就根本不用說，有看沒有

懂。因為由於它太難、太艱澀，所以，一般人到中途都放棄：唉！這麼難！唉！

我念佛了，等阿彌陀佛來接引。大部分都抱著放棄的心態，都放棄，因為看不

來。 

 

那麼，在台灣，有幾位諸山長老，講這個《楞嚴經》，大部分，可以說到目前

為止，全部都是用台語的，如果你想要利益無量無邊的佛弟子，就不得不用國

語的再講一遍。如果要讓正法重現，末法時期再一次的佛慧高照，轉大法輪，

破魔境界，只有講《楞嚴經》。 

 

講這個《楞嚴經》前，諸位必須有一個很健康的心態，譬如說：有一個人帶了

一瓶毒藥，帶了一個瓶子，裡面放這個毒藥，要去仙人那邊求這個甘露，這甘

露水是起死回生的妙藥。來到了這個仙人的旁邊，仙人告訴他：你要求我的仙

丹妙藥，甘露不死之藥，要盛這個不死之藥，你必須把你那一瓶毒藥先倒掉，

先倒掉，那一瓶毒藥要先倒掉，洗乾淨，才能夠接受我這個甘露水，才帶得回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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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要講《楞嚴經》，不管你以前修的是什麼法門，親近的是哪一個上師，

在哪一個道場修持，擁有任何的知見，我們都必須統統放下來。在《瑜伽師地

論》這麼說：眾生著於五欲六塵，而有輪迴；修行人著於知見，繼續輪迴。修

行人貪著財色名食睡，所以，生滅執著的心一直擺脫不了，所以，一直輪迴。

有因緣碰到佛法的人，也想修行，但是，卻認為自己很行，起大我慢，別人稍

微看法跟他不一樣的，就說別人是魔，好像不跟他修同樣的法門，是一種罪過。 

 

有的人弘揚了某一個法門，就一直排斥其他的法門，這不是佛陀正確的思想，

佛法沒有這樣子。我們今天要講這個《楞嚴經》，諸位要萬緣放下，暫時放下

你以前看的經典，和建立的種種知見，我們一起來接受佛陀在《楞嚴經》上的

指示，來接受佛陀的甘露法雨，這樣甘露才裝得回去；否則一直卡在某一種觀

念裡面，一直排斥一個角度，那麼，這樣子法不受益。 

 

古來有「開慧的楞嚴」、「成佛的法華」、「富貴的華嚴」，為什麼叫做「開慧的

楞嚴」？ 

 

第一個就叫你捨識用根，捨生滅的意識心，用不生不滅的根性，用「根」就是

不生不滅的根性。眾生看一件事情，馬上落入觀念，卡在觀念，同時執著一個

觀念，不知道自性本空，所以，一直沒有辦法顯現那個涅槃不生不滅的如來藏

性，顯露不出來。在《楞嚴經》裡面：見就是性，無性不能見；聞就是性，無

性不能聞，見一切法，即見自性，相盡性就顯，相盡性就顯，看不破假相，就

只有生滅輪迴，二話不說，就繼續輪迴。「開慧的楞嚴」，所以，要開智慧，一



 

- 4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定要明心見性，所以，《楞嚴經》就是教你大徹大悟，明心見性，因為它叫你

捨識用根，捨意識心，用不生不滅的根性修行。一切眾生的修行，都在相上打

轉，計較這個，計較那個。 

 

有一個居士，在電梯碰到師父，我問他：老菩薩！你一天念多少佛呢？他說：

我一天念三萬！這老菩薩說：師父！您也念佛嗎？我說：念啊，當然念啊！師

父！您一天念多少呢？我說：我一天念一句。他說：啊？只有念一句？我說：

我這一句，從早念到晚，從晚念到早，從不間斷，只有念這一句，你那三萬還

有間斷呢，我這一句還沒間斷呢！我們要了解，佛法是心法，是自性的法門，

自性一定要自度，佛只是給我們增上緣，不能搞錯。 

 

「成佛的法華」，在《法華經》裡面有授記，為這些弟子們授記，包括這些證

阿羅漢果的，還有極惡的眾生，就是提婆達多，提婆達多，佛陀也跟他授記。

這「成佛的法華」，就是每一個人都可以成佛；但是，有沒有碰到因緣，這個

問題就出來了。如果你沒有碰到善知識，沒有碰到這個因緣，你有佛性，你也

開顯不出來，沒有用！所以，這個是「成佛的法華」。《法華經》是講究竟一實

相的道理，一實相的道理。 

 

「富貴的華嚴」，為什麼講《華嚴經》是富貴呢？因為它內容包羅萬象，講理

無礙法界，事無礙法界，理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一能容大，大能容小，

一為無量，無量為一，一即一切，一切即一，海印三昧同時顯現，就是華嚴的

境界，不讀華嚴，不知佛教的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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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古以來說：「開慧的楞嚴」、「成佛的法華」、「富貴的華嚴」，這個都是

大部經典。另外，《涅槃經》，什麼叫做大般涅槃呢？就是每一個眾生，有因緣

碰到佛法，都能進入不生不滅的境界，叫做大般涅槃。另外一本就是《楞伽經》，

這個都是大部經典。 

 

《楞嚴經》就如同小部的大藏經，這個《楞嚴經》包羅萬象，接近七萬個字，

六萬九千多字，是指經文，不是註解，經文六萬九千多字，將近七萬個字，包

羅萬象。《楞嚴經》如同一部小部的大藏經，換句話說：把《楞嚴經》好好的

研讀一遍，等同看過一遍大藏經的精要、精華。這個《楞嚴經》，包括禪、淨、

律、密，全部都包括在裡面。 

 

禪講明心見性，《楞嚴經》講捨識用根，阿難找不到真心，佛陀七處徵心，阿

難就是找不到心，不是找內，就是找外，就是找不到這顆心。講捨識用根，就

是教你明心見性。淨，譬如說：《大勢至菩薩念佛圓通章》，《大勢至菩薩念佛

圓通章》，後面有一句很重要的，就是：入三摩地，就是你念佛一定要念到定，

進入三昧的狀態，才叫做有功夫。 

 

我們很多人看經典都看一半的，念佛打妄想，他不知道《彌陀經》裡面那一句

話很重要的：若一日，若二日，若三日，乃至七日，後面這四個字很重要：一

心不亂，任何的法門要成就，統統要進入三昧的正定，否則不能成就。換句話

說：你拜佛可以，行！你要拜得很有功夫。你念佛，行！你要念得很有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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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到不起煩惱。你現在心都定不下來，臨命終再病苦一上身，內煩惱、外色身

病苦，你要往生極樂世界，沒有三昧的功夫，行嗎？ 

 

很多人都誤會了修行的定義，念幾聲佛就叫做修行；拜幾拜佛就叫做修行；吃

吃素就叫做修行，這在佛法裡面，絕不是這麼樣子的，你念佛能夠進入三昧定

嗎？念佛三昧定嗎？在佛前用功念佛，念珠一放，下來又跟人家爭吵不休，是

非人我，這個哪算修行呢？你拜佛，能不能體悟：能禮所禮性空寂，感應道交

難思議呢？能不能體會這樣子？能禮也是空，所禮還是空，現前一念就是佛。

其實，禪跟淨本來就是不二的東西，用這一句「南無阿彌陀佛」，那是一個餌

啊，那就像釣魚的一個餌啊！我們釣魚，不是要下一個餌嗎？「南無阿彌陀

佛」，這一句就是餌，告訴你：最方便也是最究竟，念佛總比沒有念好。慢慢

有一天，你的經教、你心開意解，漸漸來，漸漸進入狀態，佛陀說：到最後要

進入什麼？要三摩地，就是進入三昧的狀態，沒有三昧，不可能成就佛道的，

就是你念佛一定要念到非常有功夫，什麼都看得破；什麼都放得下；什麼都自

在；什麼是非恩怨，到我們身上統統沒發生，這種功夫，才叫做真正的修淨土

的人，心淨則國土淨啊！ 

 

我們現在弄錯了方向，念幾聲佛，就認為自己很有修行，煩惱起來也不管它，

跟眾生斤斤計較，一天到晚爭吵不休，也認為自己在修行，連那個最基本上的

和合無諍都做不到，修什麼淨土呢？淨土，它是心清淨，完全清淨，念佛打成

一片，念佛三昧定，這樣叫做修淨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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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在《楞嚴經》裡面講：不殺生、不偷盜、不淫欲、不妄語，四種清淨明誨，

這個就是律，殺、盜、淫、妄都禁止。 

 

那麼密呢？就是五會楞嚴神咒，這五會楞嚴神咒，統統叫做咒心；不是後面那

一句：唵 阿拿咧‥‥‥從那邊開始叫做咒心，不是的！是從第一句開始到五

會，統統叫做咒心，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囉訶帝‥‥‥從第一句到最後，五

會統統叫做咒心。 

 

有很多人不了解，認為說：《楞嚴經》、楞嚴咒下午不能念！我說：這是誰講的

呢？釋迦牟尼佛誦五會楞嚴神咒，派文殊師利菩薩前往救度阿難被攝入淫室的

時候，就是下午的時間。如果早上念楞嚴咒才有感應，那麼，下午就沒佛了？

天龍八部跑去哪裡呢？他們也上班、打卡嗎？這講得通嗎？如果說：下午、晚

上就不能念楞嚴咒，那麼，人家打楞嚴七、楞嚴咒七，怎麼辦呢？只有早上能

念，下午不能念，晚上不能念，那麼，七天七夜，統統要打楞嚴咒七呢？還念

七天七夜呢！下午怎麼辦？晚上怎麼辦？所以，我們應當了解，經教不通，心

性不明，亂說法義，壞佛正法。 

 

那麼，這個《楞嚴經》，它是屬於密教部的，諸位！看過大藏經的人都知道，

大藏經大致上分成幾個部，一，叫做經部；二，叫做律部；三，叫做論部；四，

叫做經疏部；五，叫做律疏部；六，叫做論疏部；「疏」就是註解的意思。七，

就是密教部；八，叫做雜藏部，雜藏部就是不屬於經、律、論、密教，統統不

是，排在後面，叫做雜藏部。經、律、論、經疏、律疏、論疏、密部、雜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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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經的內容，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楞嚴經》它是屬於密教部的，你在經部找不到《楞嚴經》；在律部找不到《楞

嚴經》；在論部也找不到《楞嚴經》；要到密教部，可見這個楞嚴神咒有多重要，

列為密教部的寶典，卻為禪宗所共同尊奉的無上的寶典。 

 

這個《楞嚴經》就是末法的照妖鏡，法滅的時候，《楞嚴經》先滅，這一部經

是破魔的大法。所以，講這一部《楞嚴經》，能令正法重現，佛日增輝，法輪

常轉；但是，魔障也特別多。為什麼叫做照妖鏡呢？現在末法時期，動不動就

說他是觀世音菩薩再來的；有的人自稱，他是六祖惠能大師再來的；有的人自

己認為是文殊師利菩薩再來的，這在後面的《楞嚴經》就講得很清楚了，叫做

洩佛密因，告訴你：真正菩薩來的，一句都不能講，是佛所禁止的，他是真的

菩薩來，他也不能告訴你。千萬不要被這個外面的五花八門，惑亂你的清淨自

性。現在都是這樣子，搞得不倫不類，妖言惑眾，眾生因為沒有正法眼藏，也

沒開般若的智慧，分不清楚哪個是正法？哪個是邪法？在某一個時間、某一個

空間，他只能接收到某一些少許的法，他就覺得很知足，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善

知識，是一個大善知識，他（眾生）就傾心的依附他，不曉得他把你引導，一

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都不知道！一講，就是自己對，全部的，台灣省，包

括全世界的出家人，統統不對！有的居士一講經，就是他對，其他的法師、大

和尚，多麼有修行的禪淨律密都不如他，處處找人要辯論。大善知識應當是謙

沖自牧的，也不會自己說：我是大善知識！也不生大我慢的心，就算經教非常

的通達，他會如法、如律、如佛所說的表達自己，謙虛也一樣可以表達自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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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大善知識說狂妄無知、輕慢眾生、不敬三寶，能稱為一個大善知識的，

這個很可笑的！但是，我們末法福報不夠，沒有正法眼藏，眾生哪能分辨是邪

是正？因為他本身沒大悟，所以，就任外面的這一些邪魔外道任其擺布，有的

破產，搞到破產；有的斂財，有的騙色，搞到後來，傾家蕩產，給這個魔化現

的所謂善知識，這個在《楞嚴經》裡面都講得很清楚了！《楞嚴經》自古以來，

高僧大德都列為非常重要的一部寶典，幾乎沒有一個高僧大德不看《楞嚴經》

的。 

 

我們本次講經，採圓瑛法師講義，分上跟下，本來只有一冊，那麼厚的，所以，

我們在印刷的時候，就把它分上跟下，你要拿的時候才方便，講到上冊的範疇，

你拿上冊的來。我們為什麼要採圓瑛法師這個《楞嚴經講義》呢？因為他保有

傳統叢林的講經風格，在講經前，用十門把《楞嚴經》提綱挈領。近半世紀以

來，我理解的《楞嚴經》，有十幾種註解，最有名的：《楞嚴正脈》、《楞嚴經講

義》。十多種的註解裡面，我們加以稍微比較，近代註解《楞嚴經》的，一講

到圓瑛法師的《楞嚴經講義》，無人能出其左右，所以，也是台灣高僧大德講

《楞嚴經》所採用的一本教材，師父也不例外。 

 

台灣的福報很大，最近台北大毘盧寺成觀法師，註解的這個《楞嚴經義貫》，

也分上、下冊，這本《楞嚴經義貫》是白話的註解，非常適合現代的人看，他

把這個經文註解，最後，又把它貫串一遍，叫做義貫，「義貫」就是義理貫穿，

寫得通俗，寫得白話，很用心在寫，我最近才把它看完，因為他最近才出的一

本書。這本書的特色，除了義理貫串以外，把楞嚴神咒，五會的楞嚴神咒，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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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加以解釋，一般我看高僧大德所寫的註解，到楞嚴神咒就帶過去；成觀法師

這裡，因為他有研究過梵文，他把這個五會楞嚴神咒的咒語的義理，講得、解

釋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要了解，沒有宿世的善根，諸位如果以前沒有種下了善根，你今天是不可

能坐在這個位子聽講經說法的，根本就不可能！換句話說：諸位能夠坐在這個

地方，你們所修的這個善根，不是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修的善根，才能

夠坐在這個位子。師父自認為，我前世也是修行人，你們現在身旁這幾本書，

師父花多少時間把它看完呢？第一遍，我在台中南普陀佛學院的時候，跟廣化

律師請假，我不是外出，我是跟廣化律師講：我想把《楞嚴經》看完，懇請恩

師能夠讓我不參加早課、晚課，全力以赴的來自己閱讀。因為沒有人講啊！自

己閱讀。我整整用了七天七夜，還做筆記，七天七夜，把圓瑛法師的《楞嚴經

講義》，從第一個字，從頭看到最後一個字，每天只睡一個鐘頭，七天七夜把

它看完。這個成觀法師的《楞嚴經義貫》，《楞嚴經義貫》，我用了十三天的時

間，十三天的時間，它二千五百多頁，到將近二千六百頁，師父整整用了十三

天的時間，看到那個眼睛都出血絲，看到了凌晨，一個晚上睡不到二個鐘頭，

就是這樣不眠不休的看，十三天全部把它看完。 

 

楞嚴神咒，師父用十八個鐘頭把它背起來，那是因為讀大學的時候，去鳳山佛

教蓮社，那時候是居士身，看那些比丘尼，個個都倒背如流，我很慚愧，那時

候是在家居士，我一個男子大丈夫，這樣拿課本不好看！所以，我就偷偷的，

不讓人家知道，開始背，背楞嚴咒，開始背楞嚴咒。到第三天的時候，我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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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課本了，沒有拿課本，煮雲老和尚說：林同學！你拿課本啊！我就...(搖搖

頭) ，去拿課本啊，楞嚴咒很難啊，趕快去拿課本！他說：要早課了，趕快去

拿課本！等一下就開始早課了，早課就念楞嚴神咒，唰～～～這煮雲老和尚：

哇！這是什麼再來的？他不知道我三天統統把它背起來。換句話說：你們桌上

的那一疊，師父用二十一天；你們身上的那一疊，我用二十一天，全部都看完；

你喔，二十一年恐怕還看不完！所以，這個還是要有一點點宿世的善根。 

 

再來，那一本《表解》，此《表解》非彼表姊，這個是《表解》。這一本《表解》，

是師父１９８０年校對的，白聖大和尚著。這一本《楞嚴經表解》，是配合《楞

嚴經講義》，把它提綱挈領的，綱領畫出來。這一本《楞嚴經表解》，在台灣的

很多佛學院都申請，而且可以省時省力的來研究《楞嚴經》，有輔助講解《楞

嚴經》的功能，所以，這一本是必帶的，是師父校對的。 

 

    １９８０年，師父二十七歲，那時候在念南普陀佛學院，我看到這一本《楞

嚴經表解》，愛不釋手，這一本配合《楞嚴經講義》，它是提綱挈領。下次上課

的時候，把上冊，圓瑛法師的《楞嚴經講義》上冊；成觀法師的《義貫》上冊；

還有《楞嚴經表解》，小小的一本，要帶過來。我們這一次的上課，是解行並

重，以前我講《楞嚴經》，講完了就走人，就休息；這一次不一樣，為了讓所

有的眾生都蒙受其利，所以，師父願意留下來，陪大家誦楞嚴神咒，解跟行並

進，因為星期六、星期天不上班嘛！ 

 

這個工本費，我們要收一千元，為什麼要收一千元呢？很多人來到了佛教的地



 

- 12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方，把這個法寶拿回去，隨手一扔，像垃圾堆一樣扔著，來這裡，我們印得多

辛苦，他拿回去，也不珍惜。所以，我們這一次改變策略，要收錢，大家都知

道，我是最不貪的，收錢是為了讓你珍惜法寶，這一千塊是你自己出的，因為

我們只有印一千套。所以，這裡有幾種情形，我們有慈悲、有原則，原則就是：

每一個人，我們都要收工本費一千塊，讓你懂得珍惜法寶，這是你一千塊自己

買的，你要珍惜！我們也有慈悲心，如果你真的經濟上很困難，景氣不好，你

真的很想來上課，沒關係！你跟我們１０１室彙報一下，因為實在是太窮了！

免費，但是，有個條件，就是一定要來聽課。有的人說：師父！我沒錢繳，我

想請這五本回去自己看，我沒有錢，我又很想請法寶回去，行不行？不行，不

行！我們只有印一千套，是要給有心研究《楞嚴經》的人方便，你今天來聽課，

明天又有新的幾個人來，我們哪裡有課本呢？統統拿回去，不助印、不繳工本

費，拿回去，也不來聽課，不行！我已經宣布了，拿了這五本書，走出文殊講

堂大門一步，犯盜，不騙你的，我已經講得很清楚了！ 

 

什麼叫做《首楞嚴經》呢？ 「首楞嚴」是什麼意思呢？ 

 

「首楞嚴」就是一切事究竟堅固，怎麼樣能夠一切事究竟堅固呢？ 

 

諸位！要了解一切事究竟堅固，就是一定要開採真如自性，《圓覺經》裡面講：

達妄本空，知真本有。達妄本空，知真本有，達：通達，妄，就是因為它是緣

起的；因為它是生滅無常的；因為它是空無自性的，它本來就無一物，是緣起

湊合起來一個假相，你認為有一種實體的東西。所以，我們要了解，達妄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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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這個虛妄的東西，萬事萬物都是空無所有的。知真本有，知道我們這個如

來藏性本來就存在，叫做達妄本空，知真本有。那麼，你一定要用本性修行，

才能夠達到究竟堅固；如果我們用意識心的話，太多的情緒變化，這個叫做輪

迴。 

 

諸位！什麼叫做識？什麼叫做本性呢？ 識就是看到一件事情，譬如說：你愛

一個人，或者恨一個人，譬如說：你恨一個人，回來的時候，內心裡面一直翻

騰，一直不能寬恕對方，好像有那麼一回事，聖人看起來，你被騙了，你被假

相所騙了！現在你恨一個人，那個恨就是識，生滅意識心。可是，修行人雖然

知道那是虛妄的東西，沒有經過下功夫，進入三昧定的時候，道理統統知道；

可是，煩惱一起來的時候，他個性一樣是爆發出來。修行是點滴的功夫，雖然

知道要捨生滅的意識心；可是，他沒有大徹悟、見性，見到那個如如不動的清

淨自性的時候，在他前面一晃，煩惱就引出來；相不現前，回到家，自己也是

愈想愈氣‥‥，這個就是生滅意識心，這個就是一直輪迴。 

 

譬如說：你愛一個人，看到的時候，很有吸引力，回來之後，拼命的想，一直

想‥‥，哪怕再看一面也好，這個也是意識心。看跟不看，統統零，為什麼？

看，是空；不看，他還是空，因為有一天，大家都要化作一堆骨頭，沒有任何

一個人例外。所以，我們要達到首楞嚴，叫做大定，《首楞嚴經》講什麼？就

是講大定，佛的大定就是首楞嚴定；他說：奢摩他定、三摩定，加上禪那的定，

奢摩他、三摩、禪那，三種定加起來，就是首楞嚴大定。奢摩他定、三摩、禪

那，奢摩他翻譯成中文叫做止；三摩翻譯成中文叫做觀；禪那翻譯成中文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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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觀均衡、平等。奢摩他定、三摩定、禪那的定，三個加起來，叫做首楞嚴大

定，首楞嚴大定就是佛的定，就是明心見性的定，二六時中，統統在定中，不

管是行住坐臥，統統在定中，說法也在定，統統在定。 

 

所以，開講《楞嚴經》，就是要開採人人、每一個人的如來藏性，所以，這是

一部最上乘的禪宗的寶典；也是最上的密宗的寶典；也勸人家念佛。什麼是如

來藏性呢？為什麼要開採如來藏性呢？在《楞嚴經》裡面，有一段很有趣的對

話，波斯匿王是佛陀的弟子，波斯匿王跟佛陀是同年齡的。換句話說：佛陀講

《楞嚴經》是六十二歲，因為波斯匿王也是六十二歲，波斯匿王六十二歲，佛

陀剛好也是六十二歲。 

 

恆河。你今年六十二見過恆河，你的見性有沒有改變呢？他說：沒有變！那麼，

你什麼東西變呢？我們從出生，嬰兒出生，慢慢的成長，到了老了，開始有皺

紋，開始有這個皺紋，老了就開始有皺紋，什麼名牌、什麼化妝品，都沒有辦

法，用抹牆壁的來也沒辦法，還是見到了皺紋。這波斯匿王說：老了，看到了

皺紋了！佛陀就告訴他：你可曾知道，我們身上有一種東西是不起皺紋的嗎？

這波斯匿王說：啊？我們身上有一種東西不起皺紋的？是什麼呢？就是如來藏

性，就是每一個人的清淨自性，佛陀講：求其生，不可得；求其老，不可得；

求其病，不可得；求其死‥‥，生、老、病、死，皆不可得，因為那是精神層

次的東西，哪裡有皺紋呢？我們身上，有一種東西是沒有皺紋的，我們為什麼

會有皺紋呢？都是在相上、這個假相裡面說：這是有皺紋的。我們的心靈，在

什麼時候起皺紋？執著的時候，起執著的時候；起分別心的時候；起顛倒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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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起憤怒的時候；起嫉妒心的時候；起貪瞋癡的時候，這個時候，心靈就

被無明所推動，就起皺紋，就起皺紋，煩惱。 

 

所以，無明風一動，境界一來，心控制不住，重複的一直煩惱‥‥，我們的心

靈的大海，一直起這個波浪‥‥，全世界的每一個眾生，都愛惜自己的家庭、

老婆、兒女，愛自己的丈夫，所以，要講解脫，可不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如何

在親情的昇華，和佛道的超越，保持一個平衡點，這是需要有理性、智慧功夫

的人。既想要了生死，就不能對六親眷屬太貪染、太執著；太過冷漠無情，也

不是一個佛弟子。佛弟子也很有感情；但是，卻很有理性和智慧，很有理性和

智慧，卻不失熱誠，不失誠懇。 

 

所以，佛之大定，就是首楞嚴。佛陀有了這個首楞嚴大定，功夫如何呢？這功

夫就可不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在《楞伽經》有一段這樣的對話：大慧菩薩問佛，

說：世尊！您何不簡單形容一下，如來的心境如何？哪一種人才堪稱為如來？

世尊說：若有百千萬億的眾生，來到世尊、佛前，無理的打罵佛陀，無理的打

罵世尊，經百千萬億劫，佛陀不生一念瞋恚之心，是名如來。你做得來嗎？佛

陀為什麼值得我們這樣子的推崇？佛陀為什麼值得我們這樣子的崇拜？這樣

子的讚歎呢？因為他做得到，我們做不來。不是像上帝，你看聖經，上帝動不

動就降災給人民；我看了三藏十二部經典，釋迦牟尼佛從來沒有動一個瞋恨

心，不但不動瞋恨心，還要救度無量無邊的眾生。 

 

釋迦牟尼佛說：榨沙不出油，榨沙不出油，大慧！榨沙不出油。佛陀煩惱斷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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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百千萬劫如何的壓榨，佛陀不起一念煩惱之心，沙非油因，榨這個沙，絕對

出不了油；佛陀已經煩惱全部都斷盡了，無論你如何的傷害他；無論你如何的

毀謗他，他都不起一念的煩惱之心。 

 

    諸位！我們想想看，我們二、三句話就徹夜難眠，別人才講一句、二句話，

我們就恨得咬牙切齒，恨不得把他的骨頭咬碎。我們看看什麼是如來？是怎麼

樣才能夠進入解脫的境界？就是定；沒有定，你就是沒有辦法進入解脫的境

界。因為你定不下來，你想盡辦法要把它定，但是，忍，忍到最後，就沒有辦

法忍得下來了。所以，如果你是一對怨偶，請聽師父的勸告，你是人家的老婆，

或是人家的老公都沒關係，不要常常講：「我忍耐你很久了！」這樣有一天會

爆炸。 

 

「我忍耐你很久」，這一句話要轉，要轉識成智，要轉，怎麼轉法呢？要常常

告訴自己：我的債快還完了，我的債快還完了！是不是啊？世間人看到老公死

的時候，痛哭流涕，痛哭流涕；如果兒女都長大了；都五、六十了，兒女都長

大了，老公不幸的死掉，世間人，她是痛哭流涕、悲傷；修首楞嚴大定的人，

要躲在門縫偷笑！為什麼？她沒有這個淫欲嘛，這一關就斷了。 

 

要進入佛的首楞嚴大定，出家，離欲；在家要少欲，欲望要少，尤其淫欲要少。

所以，修學佛道，跟世間人看法剛好相反，剛好相反，世間人死了老公，或者

死了老婆；當然太年輕死了也不好，孩子沒有爸爸，或者沒有媽媽，不好！如

果修首楞嚴大定的，如果是老公已經六十了，還留了一大筆財產，剛剛好，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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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應付任何麻煩的事，身上又有錢，然後，又放得下，哇！修首楞嚴大定特

好！所以，有這種情形的人，你老公不要你的，記得在門縫笑得很開心，從此

以後清淨行，遠走高飛。是不是？就可以超越了。所以說：佛的大定，他必須

要戒殺、盜、淫、妄、酒，統統要戒。你沒有三昧成就，沒有進入大定，就沒

有辦法成就佛道。不管你修哪一個宗，你就是要有定，你念佛要有功夫；拜佛

也要有功夫；平常生活與人相處，都要如如不動，不取於相。培養楞嚴大定的

功夫。 

 

整部《楞嚴經》在講什麼呢？ 

幾個重點： 

一、捨識用根，先分清楚什麼是妄心？什麼是真心？ 

二、五會楞嚴神咒是非常重要的。 

三、要防止魔事，後面講的五十種陰魔，這是《楞嚴經》的特色，教你防止色、

受、想、行、識所引發出來的貪染心，而不著魔。譬如說：那裡面有講的，就

你念佛，念到譬如說：你看到了十方佛，淨土跟你如同一個世界，沒有了娑婆

世界，當你念佛的時候，進入了定的當中，念佛，南無阿彌陀佛‥‥，見到了

西方三聖，阿彌陀佛的極樂世界在你前面，《楞嚴經》講：記得！你要如如不

動，不作聖解，若作聖解，即著群邪，連到這種功夫的境界，統統不可以動一

個念頭的執著，也不能大妄語，說你已經成佛了，你是大徹大悟了。《楞嚴經》

的重點：捨識用根；重視楞嚴咒；防止魔事，五十種陰魔。如果有人告訴你，

他是什麼菩薩再來的，記得趕快離開，記得趕快離開，大妄語，那是騙你的，

真的菩薩再來的人，他不會講的，也不可能講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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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的重點：一，叫做捨識用根。「識」就是妄識，就是妄心；用根就

是用真心，真心，妄心就是生滅心；真心就是不生不滅的心。用你聽得懂的名

詞就是：碰到任何的事情，不要太情緒化，常常告訴自己：此是幻，此亦是幻，

今天碰到辛苦的一件事情，告訴自己：此是幻，這是幻化，緣起如幻的事情。

明天再碰到你解不開的事，告訴自己：此亦是幻，這個還是幻化，緣起幻化，

不實在的世間。云何在緣起不實在的幻化的世間，用執著、用分別、用顛倒的

心？統統放下！放下是修行人一生一世的功課，千萬不要被假相所黏住。 

 

看一件事情，聽一件事情、音聲，動用到執著的心，這個就是妄心，叫做意識

心，眼見、耳聞、鼻嗅、舌嚐、身觸，只要動執著的念頭，統統叫做妄心。那

麼，真心何處覓呢？這個真還是妄，真心不可立，一法不立，不見一物，名為

見道；不行一行，名為佛行；不住一法真心現前當下一念，不執著、不分別、

不顛倒，同時就是真心，離開妄心，找不到真心，立一個真心，名為正法。 

 

達磨大師講：見相即見鬼。見相即見鬼，見到緣起的東西，了知空無自性，萬

萬著不得，來讚歎你的，你就隨喜功德；來毀謗你的，你就合掌令歡喜，你也

要如如不動。讚歎是生滅，毀謗還是生滅；讚歎是幻、是虛幻，毀謗還是虛幻

的東西。所以，當我們了幻即離，知幻即離，離幻即覺，亦無漸次，這是《圓

覺經》講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們要捨識用根，捨妄心，用真心；但是，你不

要認為，有一種東西叫做真心，妄放下，同時就是真，不可以再立一個真，頭

上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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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用一句話，可以解決你所有的煩惱，只要你聽得進去，這句話你一定要

背起來，你一定要背起來，你就不會頭上安頭；這一句話聽得進去，你一輩子

都沒有煩惱，如果你肯用的時候，這句話就是：「我對生滅無常的世間，徹底

沒有意見。」徹底沒有；你有意見，就會知見立知，我們就是意見太多，這個

也意見那個也意見，就開始一直煩惱‥‥，我們意見提出來，人家高不高興，

我都不管，就一直‥‥，但是，我們在團體裡面，要提出意見，是用好心、善

良的心、佛的心，提出良好的建議，這個是可以理解、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們情緒一直在知見立知，就是頭上安頭，清淨自性本來就沒有貪瞋癡慢

這些虛妄的東西，相不可得嘛，相盡性就顯嘛！而我們在緣起緣滅裡面，拼命

的住著，拼命的提出種種的知見，頭上安頭，清淨心本來就很清淨的東西，你

一定要把它安一個塵。所以，你對一件事情有意見，這一件事情又必須去推廣

它。所以，夫妻為什麼常常吵架？就是因為想要改變對方，用自己的知見，想

要改變對方。所謂知見就是觀念，用自己的觀念，一直強加在對方的身上，叫

做知見立知，這樣夫妻都會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同事也好，師生之間，師徒

之間也好，同參道友之間也好，記得！勉強會造成不幸，千萬不要用你的觀念，

強加在別人的身上，這樣你活得很辛苦，對方也活得很累，夫妻之道也是這樣

子。 

 

你只要遵守我這一句話：我對生滅無常的世間，徹底沒有意見，徹底沒有意見，

大家就可以發揮其所長。為什麼每一個團體都會爭吵不休呢？因為知見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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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都在自己的角度、自己的思想領域裡面，建立一個強大的知見。我看

有的寫那個註解，寫得多嚴重，說：末法時期不修淨土法門，簡直是喪心病狂！

嚴重啊！修念佛法門的人，就好像如果不跟著他一樣，就統統是不足以談，統

統把你判作敵對。所以，有一個高僧大德那一句話，我非常的讚歎，他說：「一

直強調末法時期，忽略了大般若智慧的重要。」 講得真是好！ 

 

 唉！末法了，這些大般若智慧統統不要研究。以前叫做信解行證，我現在就

是念南無阿彌陀佛，誦一部《無量壽經》，再來就等死，等阿彌陀佛來接引，

中間的煩惱怎麼辦？不要管它！他不知道中間這個煩惱，我現在聽了淨土法

門，我現在不解究竟的如來實義，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煩惱，臨命終能作得了

主嗎？現在情緒都控制不住，臨命終再加上病痛，你能作得了主嗎？所以，我

們應當知道，佛法是很了不起的，絕對不是世間人所講的消極、迷信，佛法是

大智慧的法門，能夠徹底的解脫，何況跟眾生相處？是不是？ 

 

所以，廣欽老和尚教導我們，我們一個佛弟子跟眾生相處，就是怎麼樣？唯唯

諾諾：好，好！點個頭，不要太好，也不要太不好，好人也好，壞人也好，我

們都要慈悲心的對待。所以，你只要有這樣子的功夫：我對生滅無常的世間，

徹底的沒有意見，因為有意見就知見立知了，清淨自性就發揮不出來了，就被

自己的知見綑死了，諸位！不原諒眾生，是我們的過失，不原諒、不寬恕眾生，

會蒙蔽我們的理性，我們會因為眾生的缺點，一直困擾著我們。佛陀在世的時

候，教弟子們要在睡夢當中做功夫，換句話說：白天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要

做功夫；財色名食睡要放得下。我這個財是絕對放得下的，有一天，我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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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夢到這個馬路旁邊怎麼有這麼多的錢？這是誰丟掉的呢？丟掉錢的這

個主人，一定會很著急，這裡有公車站的站牌，錢掉了滿街，糟糕了！這裡又

沒人，怎麼辦呢？我在夢境裡面，趕快把那錢收集起來，在公車站旁邊等，這

錢到底是誰掉的呢？他一定很急很急！諸位！我在夢境裡面都沒有貪，所以，

有一天如果我到你家去作客，突然你家掉了金銀財寶，那一定不是我拿的，那

絕對不是我偷的，我連作夢都不貪，何況我醒的時候，去拿你家的金銀財寶？

是不是？佛在世就勸導他的阿羅漢的徒弟：要連在作夢，你統統要下功夫！我

們現在念佛嘛，講求念佛，念南無阿彌陀佛，我們要念到什麼功夫呢？要念到

我們連作夢都想要去極樂世界，我說此人必定往生，真的！不要連作夢都跟人

家相罵，還罵到醒過來；還罵到捶牆壁，會喔，真的！這樣不行！所以，你看

看，佛在世的時候教導弟子，是連作夢都要在做功夫，都要下功夫的啊！不是

我們這樣庸庸碌碌的，隨便念二、三句佛，拜幾拜佛，就說：叫做修行，差遠

了，差太遠了！好，我們休息一下。 

 

 

好了，我們接著，五會楞嚴神咒的重要，持楞嚴神咒的重要，是非常非常重要，

為了讓大家有信心，我們簡單先看一遍，諸位請打開圓瑛法師的下冊，《楞嚴

經講義》，《楞嚴經講義》１０６６頁，說咒利益，我們等一下要持楞嚴咒，持

這個楞嚴咒，有什麼功德利益呢？我們先把這個大字的、黑字體的看一遍，以

後我們講到這個註解，再慢慢一句一句來講。 

 

倒數第二行，１０６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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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是佛頂光聚，就是五會楞嚴神咒，悉怛多般怛囉，悉怛多般怛囉叫做大

白傘蓋。祕密伽陀，微妙章句。 

 

１０６７頁，黑字體的，這個楞嚴神咒，出生十方，一切諸佛，十方如來，因

此咒心，得成無上正遍知覺。翻過來，十方如來，執此咒心，降伏諸魔，制諸

外道。十方如來，乘此咒心，坐寶蓮華，應微塵國。十方如來，含此咒心，於

微塵國，微塵國就是無量無邊的國土裡面，轉大法輪。都是持五會楞嚴神咒。

十方如來，只要有人持楞嚴神咒，持此咒心，能於十方，摩頂授記。就是我們

今天誦這個楞嚴咒，將蒙十方如來授記。自果未成，亦於十方，蒙佛授記。簡

單講：在座諸位跨進來講堂，聽這一部《楞嚴經》，同時誦了五會楞嚴神咒，

將來就必定成佛，有著大威神力。十方如來，依此咒心，能於十方，拔濟羣苦。

所謂地獄、餓鬼、畜生、盲、聾、瘖、瘂、冤憎會苦、愛別離苦、求不得苦、

五陰熾盛、大小諸橫，就是橫死。同時解脫。賊難、兵難、王難、獄難、風、

火、水難，飢渴、貧窮，應念銷散。 

 

１０７０頁，十方如來，隨此咒心，能於十方，事善知識。四威儀中，供養如

意。恆沙如來，會中推為，大法王子。十方如來，行此咒心，能於十方，攝授

親因，令諸小乘，令諸小乘，聞祕密藏，不生驚怖。十方如來，誦此咒心，成

無上覺；坐菩提樹，入大涅槃。十方如來，傳此咒心，於滅度後，付佛法事，

究竟住持。嚴淨戒律，悉得清淨。若我說是佛頂光聚，般怛囉咒，從旦至暮，

音聲相聯，字句中間，亦不重叠，經恆沙劫，終不能盡。亦說此咒，名如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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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有學，未盡輪迴，發心至誠，取阿羅漢，不持此咒，而坐道場，令其身心，

遠諸魔事，無有是處。 

 

阿難！若諸世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隨國所生，樺皮貝葉，貝葉。紙素白

［疊毛］，書寫此咒。貯於香囊，是人心昏，未能誦憶，或帶身上，就像諸位

戴這個咒輪，為什麼戴這個咒輪，有這麼多人感應，往生淨土？就是有根據的。

太多太多人說：哎呀！師父！戴這個咒輪真的很感應！很多人臨命終，往生瑞

相重重，還有很多很多的感應，這個就是有楞嚴咒，還有十小咒。或帶身上，

或書宅中，當知是人。盡其生年，一切諸毒。所不能害。阿難！我今為汝，更

說此咒，救護世間，得大無畏，成就眾生，出世間智。 

 

１０７６頁，若我滅後，末世眾生，有能自誦，若教他誦，當知如是誦持眾生，

火不能燒，水不能溺，大毒小毒，所不能害。如是乃至天龍鬼神，精祇魔魅，

所有惡咒，皆不能著，心得正受。一切咒咀，厭蠱毒藥，金毒銀毒，草木蟲蛇，

萬物毒氣，入此人口，成甘露味。一切惡星，並諸鬼神，磣心毒人，於如是人，

不能起惡，頻那夜迦諸惡鬼王，並其眷屬，皆領深恩，常加守護。 

 

１０７８頁，阿難當知：是咒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金剛藏王菩

薩種族，一一皆有諸金剛眾，而為眷屬，晝夜隨侍。設有眾生，於散亂心，非

三摩地，心憶口持，是金剛王，常隨從彼諸善男子，何況決定菩提心者，此諸

金剛菩薩藏王，精心陰速，發彼神識。是人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恆河沙

劫。周遍了知，得無疑惑。從第一劫，乃至後身，生生不生，藥叉羅剎，及富



 

- 24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單那，迦吒富單那，鳩槃荼，毗舍遮等，并諸餓鬼，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如

是惡處。是善男子，若讀若誦，若書若寫，若帶若藏，諸色供養。劫劫不生，

貧窮下賤，不可樂處。此諸眾生，縱其自身，不作福業，十方如來，所有功德，

悉與此人。 

 

諸位！可不得了，單單佩帶一個楞嚴神咒，功德就這麼大了！是不是啊？沒有

看，還不知道功德這麼大呢！所以，先看一遍：哇！功德這麼大，當然就要好

好的誦了。底下，由是得於恆河沙阿僧祇，不可說不可說劫，常與諸佛同生一

處。無量功德，如惡叉聚，惡叉聚就是印度的一種水果，一生，它就是三果一

蒂，一個蒂產生三個果，就是相連。意思就是說：你誦楞嚴咒，可以跟諸佛菩

薩往生在同一個地方，無量功德，永無分散。我們要親近諸佛，親近諸菩薩，

誦楞嚴咒，自然往生淨土。 

 

是故能令破戒之人，戒根清淨；在這個娑婆世界，不想犯戒還很難，財、色、

名、食、睡；貪、瞋、癡、慢、疑；色、聲、香、味、觸，所有的外在的，都

是引人犯戒的。所以，人的一生當中，不可能沒有錯，是絕對不可能的。但是，

有因緣碰到楞嚴神咒，是故能令破戒之人，戒根清淨，未得戒者，令其得戒；

未精進者，令其精進；無智慧者，令得智慧；不清淨者，速得清淨；不持齋戒，

自成齋戒。你只要誦咒，就不得了！阿難！是善男子，就是誦楞嚴神咒的善男

子，當然包括善女人，是善男子，是善女人，這個「善」就表示說他一心發菩

提心，不是臭男子、惡女人喔，是善男子、善女人喔，這要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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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咒時，設犯禁戒，於未受時，持咒之後，眾破戒罪，無問輕重，一時銷滅。

縱經飲酒，食噉五辛，種種不淨，一切諸佛，菩薩金剛，天仙鬼神，不將為過。

設著不淨，破弊衣服，一行一住，悉同清淨。縱不作壇，就是設楞嚴壇。雖然

沒有設楞嚴壇，不入道場，亦不行道，只要誦此五會楞嚴神咒，還同入壇，行

道功德，無有異也。 

 

１０８６頁，若造五逆，無間重罪，及諸比丘、比丘尼，四棄就是殺、盜、淫、

妄，棄：為僧團所棄。八棄，就是比丘尼戒。誦此咒已，如是重業，猶如猛風，

吹散沙聚，沙聚在一起，風一吹，沒有了，罪業消除了。悉皆滅除，更無毫髮。

阿難！若有眾生，從無量無數劫來，所有一切輕重罪障，從前世來，未及懺悔，

若能讀誦，書寫此咒，身上帶持，若安住處，莊宅園館，如是積業，猶湯消雪。

不久皆得，悟無生忍。復次阿難！若有女人，未生男女，欲求孕者；若能至心，

憶念斯咒，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般怛囉者，便生福德智慧男女。求長命者，即

得長命；欲求果報，速圓滿者，速得圓滿；身命色力，亦復如是。命終之後，

隨願往生十方國土，必定不生邊地下賤，何况雜形？阿難！若諸國土，州縣聚

落，飢荒疫癘，或復刀兵，賊難鬬諍，兼餘一切，厄難之地。寫此神咒，安城

四門，并諸支提，或脫闍上，這「支提」就是可供養處；「脫闍」就是幢，幢、

幡那一類的。令其國土，所有眾生，奉迎斯咒，禮拜恭敬，一心供養，令其人

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宅地，一切災厄，悉皆銷滅。 

 

所以，大地震也不用叫得那麼大聲，聽說啦，那一天剛好星期二共修，天搖地

動的時候，據說佛念得很大聲：阿彌陀佛‥‥，好像說是自然反應。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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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我早就想到了，文殊講堂所打的基礎，是十二層樓的基礎，可以同

時容納一萬個人，擠進文殊講堂。所以，不管地震怎麼大，如果文殊講堂倒，

就表示所有高雄市的建築物統統要倒！所以，你就享受一下搖晃，不必叫得那

麼大聲：啊！觀世音菩薩‥‥，不用叫那麼大聲，阿彌陀佛‥‥，上人講：沒

關係啦，沒問題啦！ 

 

阿難！在在處處，國土眾生，隨有此咒，天龍歡喜，風雨順時。五穀豐殷，兆

庶安樂。「兆庶」當然就是眾生。亦復能鎮，一切惡星，隨方變怪，災障不起，

人無橫夭，杻械枷鎖，不著其身，晝夜安眠，常無惡夢。阿難！是娑婆界，有

八萬四千，災變惡星，二十八大惡星，而為上首；復有八大惡星，以為其主。

作種種形，出現世時，能生眾生種種災異。有此咒地，悉皆消滅。十二由旬，

成結界地，結界地就是一個範疇，這個範圍內。所以，我們南投的木屋那個道

場，每一間房間的門上面，都有貼大寶廣博樓閣善住祕密陀羅尼都有貼。只要

進出從它的影下過，就滅無量罪，所以，這個咒輪感應的不計其數。有此咒地，

悉皆消滅。十二由旬，成結界地，諸惡災祥，永不能入。是故如來，宣示此咒，

於未來世，保護初學，諸修行者，入三摩地，身心泰然，得大安隱。更無一切，

諸魔鬼神，及無始來，冤橫宿殃，舊業陳債，來相惱害。汝及眾中，諸有學人，

諸有學人就是還沒有證阿羅漢果，阿羅漢是無學，初果、二果、三果，統統還

叫做有學，三果以前統統叫做有學。及未來世，諸修行者，依我壇場，如法持

戒，所受戒主，逢清淨僧，持此咒心，不生疑悔。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

之身，不得心通，十方如來，便為妄語。說是語已。會中無量百千金剛，一時

佛前。合掌頂禮，合掌頂禮，而白佛言：如佛所說，我當誠心，保護如是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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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者。爾時梵王，并天帝釋，四天大王，亦於佛前，同時頂禮，而白佛言：審

有如是，修學善人，我當盡心，至誠保護，令其一生，所作如願。復有無量，

藥叉大將，諸羅剎王，富單那王，鳩槃荼王，毗舍遮王，頻那夜迦，諸大鬼王，

及諸鬼帥，及諸鬼帥，亦於佛前，合掌頂禮，我亦誓願，護持是人，令菩提心，

速得圓滿。復有無量，日月天子，雨師、雲師、雷師、并電伯等，年歲巡官，

諸星眷屬，亦於會中，頂禮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護是修行人，安立道場，

得無所畏。復有無量，山神、海神，一切土地，水、陸、空行，萬物精祇。并

風神王，無色界天，於如來前，同時稽首，而白佛：我亦保護是修行人，得成

菩提，永無魔事。 

 

爾時。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金剛藏王菩薩。在大會中，即從座起，

頂禮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輩，所修功業，久成菩提，不取涅槃，常

隨此咒。救護末世，修三摩地，正修行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若在

道場，及餘經行，乃至散心，遊戲聚落。我等徒眾，常當隨從，侍衛此人。縱

令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便，終不可得。諸小鬼神，去此善人，十由旬外；

除彼發心，樂修禪者。樂 ㄌㄜˋ 修禪者也行。世尊！如是惡魔，若魔眷屬，

欲來侵擾，是善人者，我以寶杵，殞碎其首，猶如微塵；恆令此人，所作如願。 

 

這個只有持楞嚴咒，就有這麼大的功德！為了讓大家起這個信心，所以，我們

要來持這個楞嚴咒，把課誦本拿出來，現在已經九點半了。這個楞嚴神咒持完，

我們迴向，迴向完，我們利用三分鐘時間唱「菩提樹」，唱「菩提樹」，要記得

想到佛陀。然後，再來我們用十分鐘，唱那個「綠度」，「綠度母」。今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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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的這個楞嚴咒，是師父和法觀師一起合唱的、合誦的，這個音調不錯，法觀

師的聲音很好，我的聲音更好。所以，這個楞嚴咒持起來就很好、很快，大家

要認真。楞嚴咒既然有這麼大的功德利益，我們怎麼不誦呢？所以，你要感謝

師父陪大家誦咒，要不然，講到九點半下課，我就上去休息了，多好！可是，

我認為解行要並重，要陪陪大家，明天、後天都不上班嘛！是不是？不用急啊！

急什麼呢？好！放錄音帶，放ＣＤ。 

 

 

 

 

勤修清淨波羅蜜  恆不忘失菩提心 

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切妙行皆成就 

Email: dakuan0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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