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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1.Q1」為資料來源。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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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209

影響集

菩薩比丘尼　量海

淨土詩

能從忍界現西方。只要當人信願強。處處慈尊常接引。即時演出妙蓮香。

廬山面目舊家風。嫡子親傳道自同。成佛以來今十劫。彌陀合在我心中。

淨土昭昭在目前。不勞舉步問金仙。樂邦有路誰先到。咫尺家山落照邊。

瓦礫荊榛真淨土。見聞知覺古彌陀。但能當處忘分別。拍手呵呵唱哩囉。

持戒嚴身福報真。金沙地上玉樓春。但觀自性彌陀佛。歷劫何嘗染一塵。

要結西方淨土緣。是非人我盡傾蠲。脚頭脚底蓮花國。到岸何須更覓船。

佛語禪心兩不差。桃紅李白一般花。琉璃地上鋪金粟。瑪瑙堦前布玉沙。

獨坐幽居萬慮忘。全身渾是法中王。休將迷悟遮心眼。正覺花開徧界香。

偶作

兀兀翛然却是癡。明明了徹實無知。施為動轉原非識。水月相交暎綠池。

一處消融六處閒。夕陽西去月東環。現成公案休提起。高臥北窗門不關。

二十四氣省懷詩(選三)

驚蟄聞雷萬物蘇。莫從箇裏認榮枯。山前㵎水源頭活。徹底澄清不受污。

春分紫陌谷鶯啼。一片閒雲伴我栖。明月清風留不住。逍遙自在任東西。

大雪繽紛似絮團。高山平地一同觀。頭頭物物無窮意。多少禪流被眼瞞。

無題

看他孤獨人。真為無事客。出入往來間。逍遙無杖䇿。既無兒女情。亦無妻子迫。偶

然樹下坐。則見梅花白。

行到山盡頭。坐看雲起處。白雲天際飛。紅日空中住。滄海變桑田。邱陵夷無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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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水中漚。聚散小兒戲。

堪嗟為僧者。未聞佛教音。但知噇飽飯。不悟本來人。終日心境鬬。拘牽利與名。能

得幾時在。俄成一聚塵。

今朝年初一。元旦是好日。[冬/鼓][冬/鼓]鑼鼓響。个个衣冠飾。相逢咸打恭。茶話

喜作揖。人人賀新年。我道是舊日。

石室寒巗客。不知晝與夜。坐來歲月忘。嬾把眾生化。真个自了漢。賊虎龍蛇怕。問

他廬陵米。如今作麼價。

但說世界空。時時行於有。空亦不自空。有亦不自有。空有本來無。無無何須守。論

塵野犴鳴。談真獅子吼。

今古往來客。奔波日夜忙。貪榮為底事。謀利作經商。富貴暫時樂。泥犁萬劫長。前

程長遠在。何不早還鄉。

人壽不滿百。夭殤更可憐。況逢世路險。往復轉喬遷。恩愛終須別。冤親未了緣。無

生極樂國。解脫自安然。

業淨未曾乾。眾生處處著。回頭自反觀。旋轉皆旅泊。但覺本性空。諸緣自脫却。逍

遙無事人。所在成安樂。

聚沙菴歌

一粒沙藏世界。無邊剎土不為大。童子戲莊成佛塔。山僧旋繞忘疲怠。何為菴絕纏

蓋。樓臺殿閣無障礙。廚竈三門日日新。交飛羣燕往來賓。未識菴中誰是主。主中之

主沒疎親。沒疏親無用人。莫向个中細討論。八風不動消息盡。覺海圓明心月澄。體

似鏡用如神。胡來漢現不留痕。城隍市井如來藏。有相身中無相身。屋雖小恰寬舒。

恒沙諸佛眾生居。成住壞空幻起滅。基地堅牢本自如。三椽下六窻內。吃飯穿衣無向

背。茫茫今古眾英雄。千萬買隣空自累。

經題如是

這箇是恁麼。旋嵐而倒嶽。十方與三世。何處生芒角。春暖花爛漫。秋風樹葉落。切

莫動著他。天然活卓卓。

擬古為平湖陸孝女作

瞻彼鵡湖。維潔維清。厥有陸女。曰孝曰貞。(一解)無父何怙。有母能慈。撫我育我。

朝夕依依。(二解)俾我及笄。為我聯姻。夭桃未賦。孤雁沈淪。(三解)誓不再更。願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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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裁雲縷月。不辭勞服。(四解)母沒女存。女淚濺濺。竟隨母逝。貞孝兩全。(五解)光

明心地。一志允終。神其遠矣。名留淛東(六解)。

念佛詩四十八首

一句彌陀稱性稱。蓮花九品攝三乘。無生一念超權學。補處金臺即可登。

一句彌陀三際平。願弘六八一時成。三祗萬行圓修證。頓悟無生無不生。

一句彌陀妙悟存。性空罪福不留痕。蓮花朵朵隨心現。聽法常依世所尊。

一句彌陀理現成。無修無證亦無生。法王自有光明界。步步琉璃地上行。

一句彌陀信願真。東西土不離當人。箇中圓裹三千界。樹樹花開一樣春。

一句彌陀照世燈。無邊教海總持能。本來妙諦通真俗。不滯中觀即上乘。

一句彌陀決定稱。別求向上更何能。聲聲遍滿處空界。落盡牽纏倚樹藤(我　朝　　　世宗

憲皇帝云直將阿彌陀佛四字作句話頭一念萬年自然摸著鼻孔)。

一句彌陀果作因。天真父子體同倫。堂堂獨露娘生面。信步還鄉莫背親。

一句彌陀體用真。當陽覿面露全身。無陰陽地翻觔斗。剎剎塵塵轉法輪。

一句彌陀信口稱。纔興一念隔千層。本真豈待回光照。無量音聲即法燈。

一句彌陀念慮清。當人已屬寶蓮生。何須兩土分清濁。个个毗盧頂上行。

一句彌陀稱自心。廣長舌相是知音。六方齊讚彌陀佛。不是尋常學誦吟。

一句彌陀度此生。蓮花國裏早標名。八功德水常充滿。如意珠王骨自清。

一句彌陀轉法輪。緣因徹處了因真。明珠護惜戒根淨。一剎那間證正因。

一句彌陀佛脉清。開權顯實悟無生。圓明處處長安道。何用三車門外迎。

一句彌陀辟惡氛。娑婆苦海頓超羣。風聲鳥語談真諦。淨穢何妨分不分。

一句彌陀妙獨尊。性修交互莫須論。同時遮照身心徹。依正融通不二門。

一句彌陀決定因。樂邦徑路不迷津。何須更覓安心法。始本如如子向親。

一句彌陀靜聽真。聲聲喚醒本來人。明珠百八循環轉。無數祥光舌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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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彌陀三昧成。冥通聖境佛來迎。玲瓏性相蓮花土。不動身心悟法明。

一句彌陀本最清。三修圓具果中因。而今莫問如如諦。脫體無依身外身。

一句彌陀念莫停。繁華叢裏夢初醒。雲開月現光華滿。徧界花臺故國寧。

一句彌陀妙轉輪。恒沙諸佛讚斯人。同聲相應金臺現。頓證無生即法身。

一句彌陀了義成。直心正念志專精。真誠不假功勳就。花閣重重隨自行。

一句彌陀別有靈。紅塵影裏白蓮馨。池深花大猶餘事。露坐金臺法界寧。

一句彌陀作入神。山河大地絕纖塵。莊嚴無量從心現。心地閒閒四季春。

一句彌陀救死生。超凡行願霎時成。輪迴從此頓然息。來往無遮法界清。

一句彌陀滌俗襟。法身向上少知音。堂堂日用天真佛。不肯回頭何處尋。

一句彌陀絕妙門。依憑四字出乾坤。法王最勝伽陀藥。唯在都盧一口吞。

一句彌陀靜有音。無邊勝侶已來臨。本光一發浮雲散。見佛原來見自心。

一句彌陀法樂成。汪洋苦海一時傾。水晶樓閣蓮花座。慧照重重萬法明。

一句彌陀萬念真。金剛堅固力持身。得生彼國無窮壽。覺樹花開別有春。

一句彌陀法法平。六根無礙六塵清。本來四土無高下。福慧良田不假耕。

一句彌陀佛慧明。唯心淨土不生生。從來身土原非隔。主伴圓融性海平。

一句彌陀願力誠。圓成十念往西行。居然下品猶登岸。托質蓮胎脫四生。

一句彌陀盡力稱。三塗八難總超升。持名滅罪金蓮現。悲願全憑佛力增。

一句彌陀慧月臨。如來護念善根深。徑登不退趨安養。垢習塵勞總不侵。

一句彌陀信可珍。金容佛影現吾心。此生每厭娑婆苦。遙想花池寶樹林。

一句彌陀見本真。回光返照脫沈淪。願將八德池中水。滌盡娑婆世上塵。

一句彌陀慧力存。甚深妙法在斯門。鍛凡煉聖金師子。金體玲瓏報佛恩。(花嚴極樂極樂

花嚴)

一句彌陀俗慮清。誰聞淨土不求生。祇緣彼國嚴新果。廣種心田努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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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彌陀無古今。慈雲靄靄倍欽心。當觀落日如懸鼓。天樂盈空法韻深。

一句彌陀轉念輪。五根五力妙嚴身。百千三昧從斯就。萬善齊修不退因。(似有永明在目)

一句彌陀物不侵。塵塵剎剎現吾心。無邊天樂微風奏。更有頻伽發妙音。

一句彌陀悅性情。功深離相逆流行。雙亡雙照心無染。離即離非法性平。

一句彌陀妙莫論。花嚴界裏十玄因。破除情量知無礙。一念齊開勝法輪。(靈復曰絕似鏡

影鐘聲諸作)

一句彌陀境界清。三千性相等圓明。一方土淨方方淨。一念專精念念精。

一句彌陀心月臨。後心功在最初心。三祗片念圓無二。即此因深果自深。

阿育王舍利塔前然指願文

歸命大願王。無垢清淨光。解脫三昧海。蕩滌我心涼。弟子(如德)等。與法界含識。無

始至今。具二種之無明。作二死之根本。迷真逐妄。背覺合塵。依於三業。六根所

造。五逆十重。惡因廣大。苦果無窮。沒溺三途。沈埋六道。因緣宿習。感報女流。

學正教以靡窮。修淨業而罔就。雖墮僧數。於戒有違反。復思維慚惶克責。敬然一

指。奉供　本師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寶塔。平等真如。一體三寶。蓮花界中。彌陀如

來。觀音勢至。海眾菩薩。同垂證明。加被攝受。(如德)假陳幻焰指頭。煅煉金剛智

性。慧光晃耀。裂邪見之網羅。妙觀圓通。破重陰之區宇。罪愆消滅。早悟圓頓上

乘。修證齊融。直入毗盧性海。忘身與意。利己及人。平等光中。決定往生極樂世

界。寂光真境。不隔纖毫。更願臨命終時。三心圓顯。三障頓消。蓮開上品之花。佛

授菩提之記。承事十方諸佛。度化一切有情。盡未來際。無有疲厭。

目前機䟦

夫目前機者。從上諸老宿。自悟已後。見色聞聲。舉步掉臂。語默動靜。瞬目揚眉。

無不是顯揚第一義諦。吐露本分家風。所謂目前機也。然先賢後學。雖悟本性。非一

非異。蓋為見解未忘。猶被目前種種境緣所奪。是故悟有淺深。見有徧圓。且目前

機。法門最廣。其義極深。迷之者。六根門頭。逐色隨聲。向外馳求。而莫之返。悟

之者。觸境返緣。返流旋一。當處消融。在處解脫。機能轉者。轉萬物而消歸自己。

此乃真開後學之慧眼。以續從上之正宗也。

警眾語

花嚴以人中師子比佛。五十三善知識。獨一比丘尼以師子為號。可知威神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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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心。不以比丘尼而遂弱也。我等墮在僧數。毀形割愛。違親去里。為何事乎。實因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句了然。斷盡輪迴惡境而已。若為名利榮耀。稱心快樂。非出

家之本志矣。今之出家人。一經剃落。便自高狂。不了自心。受人禮敬。如斯行止。

難報四恩。徒入空門。將何憑恃。況乃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已得已聞。又復錯過。

袈裟下不明此事。苦無極矣。且今日大比丘僧。還有諸方叢林禪堂規䇿。堂頭長老開

示熏聞。雖自迷昧。漸得明通。我輩比丘尼眾。都無此也。終日喧喧。逐色隨聲。向

外馳求。未嘗返省。為師不教。為徒不學。光陰可惜。剎那一生。荏再人間而無所

益。夫女人出家。當棄女人之習。發勝妙之種。尊重高僧。猛入佛法。心懺悔。念清

涼。深發大悲心。全行解脫事。方得十方矜式。四眾環興。伏望諸賢及早立志。己事

未明。他事莫理。專心一處。不了不休。然此一事。人人本具。各各現成。所以心源

未暢。逐境飄馳。實因終日在妄想影子裏作活計。不得真實受用地。無論念佛參禪。

總要將我等歷劫以來愛習愛種。次第拔出。一時破盡。方有下手處。終日一行。習氣

若發。自家斷之。還歸一行。一行功深。於靜細中。照見種子。還以一行除之。一行

有力。愛種自枯。即永絕眾生心累也。然一行不論禪淨。總是孤炯炯地。十二時中。

更無一事。十二時中。常若有事。方是修也。斷不可一念涉入名聞利養也。所謂神尼

不在現通說法。但禪淨二宗。或單修一行。或並作一行。各人手眼。隨力修之。親近

善知識。思惟了義教。於一切法。心心平等。如是用功者。得力而省力。省力而得

力。即神尼也。何以故。直截下手。未曾自欺也。師子搏虎用全力。師子搏兔用全

力。有人問。用何等力。古人云。不欺之力。果能不欺。則十二時中。本光常住。勤

修一行。頓顯本來矣。靈山會上。六千比丘尼。未受成佛之記。龍女一出。大眾皆

興。故六千比丘尼。近作法師。遠階佛位。然在師子一頻申。則已五十三位具足。尼

不自弱。則法界本無遠近也。何不痛念。出家時。一場甘苦。猛就大法。學師子頻

伸。脫盡諸女人境界乎。清規束身。神明自遠。勿甘碌碌。是我真眷屬矣。

影響集(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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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贊助資訊 (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CBETA 帳務由「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承辦，並成立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專戶，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

用，歡迎各界捐款贊助。

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

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

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前往捐款

信用卡 (單次 / 定期定額) 捐款

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

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請傳真至 02-2383-0649 ，並請來電 02-2383-2182

確認。

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

基金會收。

請在此下載 授權書 (MS Word 格式)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１９５３８８１１

戶名：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

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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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php
http://www.cbeta.org/donation/creditcard_doc.zip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

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

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

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any donation (ex- cheques,

remittance, etc.,) please entitle to "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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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aypal.com/xclick/business=donation@cbeta.org&item_name=Chinese+Buddhist+Electronic+Text+Association+(CBETA)&page_style=Primary&no_shipping=2&return=http%3A//www.cbeta.org&cancel_return=http%3A//www.cbeta.org&tax=0&currency_code=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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