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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父母恩  盂兰会祈愿

文 /
上
如

下
瑞 院长      

农历七月十五日盂兰盆法会，专门有部经，就叫《佛说盂兰盆经》，就是告诉我们举行法会

的缘起以及仪则。盂兰盆，“盂兰”是梵语，是说倒悬之苦。因为众生堕落恶道的苦，实在没有

办法用语言把它详尽说明白，用一个比喻告诉，就像人的头倒悬，一直挂在那里。

这部经主要是说，大目犍连证道以后观见他的母亲堕落在饿鬼道，他自己的能力不够，又遍

请一切诸天乃至外道等，但力量也不够，佛告诉他，只有仰仗十方大众僧的威神之力，才能救拔

他的母亲堕在饿鬼道的苦。

我们现生有父母，生生世世，我们也有父母。来参加盂兰盆法会，不仅利益我们现生的父母，

让他们长命百岁，能够念佛增长善根；也能救度过去生的父母。因此，在盂兰盆法会之际，我们

先作一个祈愿 :

弟子众等，祈愿十方诸佛菩萨为作证明。祈求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以大慈悲及本愿力，加持我

等消除无始以来身口意所做一切不善。于三宝师长前，有意无意所造种种不恭敬之罪 ;于父母前，

有意无意所做种种不孝养之罪 ; 于一切众生处，有意无意所做种种损害之罪……一切罪业，无量

无边，今于佛前，发露忏悔。

弟子众等，愿代父母师长、家亲眷属、护法檀那、一切有情，愿以智慧之力改恶向善；愿以

大行之力精进向上，未生恶不令生起，已生恶今皆忏悔；愿无始罪障今生清、愿无量生死今生尽；

愿从今直至菩提归依三宝，常得好师同学善知识，速转贪嗔痴而成戒定慧。未证道前，身无横病，

寿不中夭，身心适悦，正道不迷，常悟佛理，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所发善愿皆得成就；

正命尽时，心不颠倒，不经中阴，不堕恶道，自知时至，佛来接引，现身说法，往生极乐。不违安养，

还入娑婆，分身无数，广度有情。愿无上觉体今生证，愿无边功德施有情。

弟子众等，至心祈愿，现世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忧患 ;至心祈愿，过去世父母，

脱离恶道，得生人天善道，直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弟子众等，至心祈愿，信施檀那，福慧汪洋，万行圆满；天龙八部护持道场，正法久住利益一切。

弟子众等，至心祈愿，世界和谐太平，人心向善，灾难消除 ; 祖国繁荣富强，风调雨顺，政

通人和。

弟子众等，至心祈愿，人人皆修觉照之道，各各皆得究竟解脱安乐，成就无上佛道。

    2017 年 8 月 30 日（农历七月初九），普寿寺“三加一”各处同步举行为期七天的盂兰盆法

会。借助网络传输，大众恭请院长师父慈悲开示及忏悔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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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寿寺 874 位出家人，历时六个小时，圆满了自恣。通过自恣，师父们又长了一夏；同时，

又因为出家僧众通过夏安居精进办道，各自的道业得到不同程度的增上，且依于佛的教如法自恣，

身心得以清净，所以诸佛为之欢喜，今天也称为佛欢喜日。为感念愿老法师夏安居中的冥冥护佑，

自恣结束后，全体大众来到忆恩堂前，顶礼老法师。并祈愿老法师早还娑婆度众生。

    2017 年 9 月 5 日（农历七月十五），大乘寺同步举行盂兰盆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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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行品》偈释（廿二）

僧：僧伽的简称，华言“和合众”，包括一切贤圣、凡夫僧。

《四分律》中讲，四位比丘（比丘尼），或四人以上称为“僧”，

也叫做“众”。

和合有六：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

和同解，利和同均。

统理大众：用如来的正教化导大众，以智慧善巧摄受众僧，

受持正法，勤修诸行。

一切无碍：灭除一切烦恼，解脱束缚，从凡夫地步入贤圣处，

成就究竟无碍的智慧。

 一切佛弟子修行都从归依三宝开始：归依佛，常随佛学；归

依法，听闻正教；归依僧，一切恭敬。因此，菩萨在归依僧的时

候就希望所有的众生，尤其是出家僧众，一方面能受持正法，勤

修三学，另一方面能以智慧善巧教化众生。通过圆满自他二利，

令正法久住。所以，出家的僧众奉持戒律，三学齐修，弘法度生，

则三宝不断，化化不绝。既然僧以和合为义，那么，菩萨就借助

归依僧的事相发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统理和合的大众，断除一

切烦恼，成就究竟无碍的智慧。如法王般自在，一切所行都圆融

没有障碍。

在家居士在修习此愿的时候，应该学习不挑剔出家人的过失。

《贤愚经》中佛对姨母大爱道说：“将来末世，法垂欲尽，正使

比丘畜妻挟子，四人以上名字众僧，应当敬视如舍利弗、目犍连等。”

因为出家僧众是白衣出生善法、成就福报之处。所以，不宜见僧

过失，应该恭敬供养，自得善利。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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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财童子得到无尽福德藏解脱光明妙法之后，承教于具足优

婆夷，前往参访明智居士。他渐渐向南而行，抵达大兴城，周遍

寻求明智居士。此时，善财内心对善知识生起无比的信心：

“于善知识心生渴仰，以善知识熏习其心，

于善知识志欲坚固，方便求见诸善知识心不退转，愿得承事

诸善知识心无懈倦；

知由依止善知识故，能满众善；

知由依止善知识故，能生众福；

知由依止善知识故，能长众行；

知由依止善知识故，不由他教，自能承事一切善友。”

善财童子就这样一路思惟善知识的利益，无形之中长其善根，

净其深心……借助于参访身外的善知识，开显出身内的善知识，

即自性中的佛菩萨。

就在此时，在大兴城内闹市十字街头的七宝台上，明智居士

端身正坐在由无数妙宝所庄严的宝座上，有一万名像天人一样端

庄妍丽的眷属前后围绕着这位居士。他们都已成就菩萨的志向，

在居士身旁侍立瞻对，承其教命。佛门有言：“十字街头好参禅。” 

十字街头，指纵横交叉的热闹街道。于禅宗而言，一般指世间、

事相等。约禅定来说，人来车往的十字街头非常喧闹，在此环境

下能寂然入定，此定功相当不简单；约参禅的般若智慧而言，十

字街头，是开发见性法眼的关键处所，参禅者在繁杂的尘劳和事

相中忽然开悟，顿见清净自性。

且说善财童子望见明智居士，立刻上前觐见顶礼其足，并围

着明智居士绕了无量匝，最后合掌而立，启白说：“圣者！我为

利益一切众生故，为令一切众生出诸苦难故，为令一切众生究竟

安乐故……已发无上正等正觉菩提之心，利乐有情造福人间，但

不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望大德慈悲教我。”

明智长者回答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您能发阿耨多罗

0201 华藏世界

自归于僧，当愿众生，

统理大众，一切无碍。

文 \上如下瑞 院长   图 \ 释传立（普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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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藐三菩提心，非常难得稀有！若能真发心，这个人则能求菩萨行：

值遇善知识，恒无厌足；亲近善知识，恒无劳倦；

供养善知识，恒不疲懈；给侍善知识，不生忧戚；

求觅善知识，终不退转；爱念善知识，终不放舍；

承事善知识，无暂休息；瞻仰善知识，无时憩止；

行善知识教，未曾怠惰；禀善知识心，无有误失。”

接着，明智长者问：“善男子啊，您是否看见我这里参加众

会的人？”

善财童子回答：“是的，我已经看见了。”

明智居士又说：“善男子啊，我已令他们悉发无上正等正觉

的菩提心，生于如来之家……舍弃生死轮回，而大转正法轮，消

灭三恶趣，住于正法趣。他们犹如一切诸菩萨，完全能救护—切

众生。”

“善男子啊，我已证得‘随意出生福德藏解脱门’，凡是众

生所需求的物质：如衣服、璎珞、象马、车乘、华香、幢盖、饮食、

汤药、房舍、屋宅、床座、灯炬，奴婢、牛羊以及种种侍卫、使役……

我不但完全令他们得到满足，而且还为他们演说真实妙法，来长

养他们的法身慧命。”　　

明智居士补充道：“善

男子，您稍等一会儿，便可亲

眼看见。”

说话间，突然有无量众

生，从种种方向、种种世界、

种种国土、种种城邑聚落而来，

他们都是因明智居士往昔所发

的菩萨愿力共同来这里聚会，

随着他们各人的欲望，而向明

智居士有所请求。这时，明智

居士便在须臾间专心系念，仰

望虚空。突然间，众人所需求

的物品都统统从天而降，所有

众生都得到满足。就像这样的

布施，没有不周备齐全的！然

后，明智居士又观察他们的根

机，而宣说种种相应的佛法。

比如：为得到充足美食的人，

就宣说种种集福德行、离贫穷

行、知诸法行、成就法喜禅悦

食行、修习具足诸相好行、增

长成就难屈伏行、善能了达无

上食行、成就无尽大威德力降

魔怨行；为得到充足车乘的人，

向他宣说种种法门，皆令得载

摩诃衍乘；为得到充足妙衣的

人，向他宣说种种妙法，令得

清净惭愧之衣，乃至如来清净

妙色。既然已经令他们听闻佛

法，之后便让他们还归回到原

来的处所。

这时，明智居士为善财

童子示现了菩萨不可思议解脱

境界之后，便告诉他说：“善

男子啊，我唯一知道这‘随意

出生福德藏解脱门’，如众多

大菩萨成就宝手，遍覆一切十

方国土，能以自在力普雨一切

资生之具。所谓：雨种种色宝、

种种色璎珞、种种色宝冠、种

种色衣服、种种色音乐、种种

色华、种种色香、种种色末香、

种种色烧香、种种色宝盖、种

种色幢幡……遍满一切众生的

住处和诸佛如来的众会道场，

或用来成熟一切众生。但如果

像一切菩萨中的大菩萨那样的

功德自在神力，我又怎么能知

道？怎能演说呢？”

最后，明智居士向善财

童子介绍说：“善男子！从此

向南行去，有一座大城名叫‘狮

子宫’，在此城中有一位长者，名为‘法宝髻’。您可以到长者

那里请问菩萨怎样学习菩萨行，怎样修行菩萨道。”

当时，善财童子法喜充满，欢喜踊跃，他如弟子一样向明智

居士恭敬行礼，心里作念：“由于这位居士护念于我，令我得见

一切智道，不断爱念善知识之见，不坏尊重善知识之心，常能随

顺善知识之教，决定深信善知识之语，恒发深心，事善知识！”

善财童子围着明智居士绕了无数圈，殷勤瞻仰之后，便告辞

而退，再向南行去，寻访下一位善知识。

赞　曰：

万象澄明绝点埃，大兴居士在高台，

求财穷子纷纷到，听法高流迭迭来。

施物应机心路远，出生随意藏门开，

万般千样从空落，无量人天饱暖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