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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世界 福聚海無量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勝彼世間音 是故須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 能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 慈眼視眾生 福聚海無量 是故應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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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音三經

3. 觀音菩薩與娑婆世界有大因緣，何謂大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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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為何觀音菩薩的淨瓶是往下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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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陳志遠師兄的虔誠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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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觀音菩薩之神通力
15.何謂一心稱名？真的會感應嗎？
16.為何要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

17.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
18.或遇惡羅剎 時悉不敢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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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得聞此經，功德不少
22.做中覺-持地菩薩成道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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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根枝老菩薩教白衣神咒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一.《法華經》廿八品中唯一獨立流通之經文。

二.觀：觀察、觀聽、觀照，以心眼去辨別。

三.世音：世間一切音聲(苦樂、善惡、悲喜…)

四.觀音菩薩：觀聽眾生苦惱求救的聲音，伸手救度之菩薩。

五.觀音菩薩修耳根圓通法門，最易觀察眾生，且說法入眾

生耳根，收效最速，可達普遍教化、救度之功。



普門的意義：普遍、入門

1. 眾生不管從哪一門都可進入，得其救度。

2. 菩薩用種種的(普)善巧方便(門)

3. 普遍一切時、地，平等施以救濟



觀音三經

1.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法華經第25品)

2. 善財童子參觀自在菩薩章(華嚴經卷68)

3. 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楞嚴經卷六)



〈善財童子參觀自在菩薩章〉

•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

品善財童子參觀自在菩薩章〉，或簡稱〈華嚴經普賢

行願品觀自在菩薩章〉，是從《華嚴經》擷錄出善財

童子參學觀世音菩薩的經文。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第26位-鞞瑟胝羅(善度)居士、

第27位-觀世音菩薩



善財童子參觀世音菩薩

•「善男子！於此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

薩名觀自在，汝詣彼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

薩道。…」

•爾時，善財童子詣菩薩所，禮菩薩足，遶無數匝，

合掌而住，白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

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為我說。」



(觀音菩薩)告善財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已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已

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善男子！我以此菩

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

續不斷。善男子！我恒住此大悲行門，常在一切

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

益：或以布施攝取眾生，或以愛語攝取眾生，或

以利行攝取眾生，或以同事攝取眾生，…」



觀音菩薩與娑婆世界有大因緣…

「佛告觀世音菩薩：汝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緣。若天

若龍、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眾生，

聞汝名者、見汝形者、戀慕汝者、讚歎汝者。

是諸眾生，於無上道，必不退轉。常生人天，具

受妙樂。因果將熟，遇佛受記。」

《地藏菩薩本願經》見聞利益品第十二



什麼是大因緣？

一、經常往來、接觸、互動

二、彼此孰悉、互相了解

三、同師同門、同道同願



為何觀音菩薩福德因緣、人緣那麼好？



上人與觀音菩薩的因緣

1.小時候躲空襲聽到：不是觀音媽沒靈感…

2.1952年，錦雲15歲(上人出家前俗名)，母親
王沈月桂胃穿孔出血，需要開刀。

3.錦雲虔誠發願：「請觀音媽保佑，讓媽媽恢
復健康，不必動手術。我願意折十二年壽命
給媽媽，並開始吃素。」

4.連續三晚做同樣的夢，夢中一位白衣女子拿
著葫蘆瓶，…從瓶中倒出一包藥。…

5.母親的胃痛，果真只靠吃藥，沒開刀就痊癒
了。



不可思議的因緣

無垢清淨光 慧日破諸闇

能伏災風火 普明照世間

⚫ 1963年三月17日，證嚴法師在慧日講堂皈依印順導師。

⚫ 1966年5月14日(農曆閏三月24日)，證嚴法師在普明寺
創立慈濟功德會。



1963年3月17日，證嚴法師在慧日講堂皈依印順導師



慧日照諸闇

慧
日
講
堂
舊
觀



普明照世間

1966年功德會成立時，
證嚴上人與早期弟子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具體化

一.「若能將人人的愛心啟發出來，集合

五百個人，就有一千個眼睛、一千隻

手，眼界可以遍及各個暗角，聽聞苦

難音聲，及時伸手救援。如此不就是

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了嗎？」

善護P48-50



二.結合無數個五百人，就是無數「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菩薩網就能普及世界每一個角落。

善護P48-50



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

「我們慈濟人因為能夠以佛心為己心，故一

眼觀時千眼觀；能夠以師志為己志，故一

手動時千手動，聞聲救苦、即時解難，何

異於觀世音菩薩之千手千眼？」

《慈濟志言》



慈
濟
足
跡
在
全
球

NO 項目 國家/地區 內容

1 全球分布 62 690個據點

2 慈善援助 100
賑災、發放、義診、
助學、建校、蓋屋…

3 全球援建學校 16 230校

4 全球援建住屋 15 18,730戶

5 全球人醫會 50 296萬人次

6 全球環保志工 16
106299人
環保站點10828處

7 全球慈濟日 8 50個城市機構(美、加、墨西

哥、澳洲、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台灣)

2019/11止



近幾年慈濟把愛心送到哪裡？
1. 華東大水

2. 尼泊爾大愛屋

3. 土耳其、921

4. 台灣…

5. 南亞海嘯

6. 四川、緬甸

7. 約旦、中東

8. 美國911

9. 海地

10. 日本311

11. 美國卡翠納颶風

12. 美東風災

13. 墨西哥

14. 菲律賓海燕

15. 北朝鮮

16. 敘利亞

17. 印尼地震

18. 東非三國



把《法華經》鋪在地上，看到一生無量

法華鋪路行菩薩道2’22’’

法華鋪路行菩薩道2'22'.mp4


為什麼
觀音菩薩的淨瓶
是往下倒的？



盡其所有，

無保留的付出！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1.瓶中裝什麼？
⚫ 淨水、甘露水

2.水代表？
⚫ 法水：甘露法藥

⚫ 用途：對治煩惱、身心病症



如何讓菩薩露出微笑？





1.放下身段、謙卑縮小

2.虔誠恭敬、尊重他人

3.…

對方自然歡喜，面露微笑！



馬來西亞 陳志遠師兄的虔誠恭敬
3’28’’

馬來西亞陳志遠的虔誠恭敬3'28''.mp4


三聖身 三說法

六天身 六說法

五人身 五說法

四眾身 一說法

三十三應身與十九種說法

十九種說法，將三十三應身分為十九段說法之意。
從佛身到執金剛神身，共三十三類。

四女身 一說法

二童身 一說法

八部身 一說法

執金剛身 一說法



觀音菩薩之神通力

一、救七難：水、火、風、枷鎖、黑風、

刀杖、怨賊

二、解三毒：貪 嗔 癡

三、應二求：求男、求女



何謂一心稱名？真的會感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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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善男子，…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
號，…於此怨賊，當得解脫。」



何謂一心稱名？

⚫當小孩子摔倒(有困難)時，會向誰呼喊？
向誰求救？

⚫當孩子呼喊時，有任何的懷疑嗎？(他們
是否會來幫我？或他們是否是我的爸媽)

沒有懷疑、完全相信、虔誠恭敬就是「一心」



為何要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

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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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得如是無量無邊
福德之利。



何謂「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

1. 攝念在心，念念相續

2. 弘法為家務 利生為事業

3. 以佛心為己心，以菩薩願為己願

4. 心繫苦難眾生，落實慈悲喜捨

5. 學習地藏發大願，效法觀音行慈悲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
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

小牛誠愿師兄
昆山陳佳楠小菩薩吳柏謙小菩薩



陳佳楠小菩薩講解「水立方」0

陳佳楠小菩薩介紹水立方2'32''.mp4


吳柏謙小菩薩 20191126分享

0002’45’’

20191126柏謙的分享2'45''.mp4


或遇惡羅剎 毒龍諸鬼等
念彼觀音力 時悉不敢害

⚫ 大馬黑區變亮區 3’42”00

⚫ 志工深入南非社區的勇氣 2’08”

⚫ 北韓發放
⚫ 緬甸納吉斯風災救援
⚫ 辛巴威志工的地藏精神
⚫ 土耳其胡光中師兄被綁架
⚫ 救援敘利亞難民的大漠精神

無剎不現身-馬來西亞黑區變亮區3'42''.mp4
南非志工潘明水師兄進黑人社區2'03''.mp4
南非志工潘明水師兄進黑人社區2'03''.mp4


或值怨賊繞 各執刀加害
念彼觀音力 咸即起慈心

悲智雙運的
六祖惠能大師



《六祖法寶壇經》 -頓漸品第八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
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
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
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

六祖度志徹 刺客變弟子



《六祖法寶壇經》 -頓漸品第八

•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
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
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

•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
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
即願出家。

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
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

•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
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
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

《六祖法寶壇經》 -頓漸品第八



為何觀音菩薩接受無盡意菩薩的供養？

不能忽視人家之熱情，觀音菩薩體察人心，

受人禮拜、恭敬、供養，為使人有造福、

結緣之機會，故觀世音菩薩接受無盡意菩

薩等之瓔珞珍寶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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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聞此經，功德不少

能聽聞觀音菩薩的本懷、度眾生的方法、以及各種神通
妙用，學習入群處眾、救苦救難而沒有障礙，普開方便
門，救七難、除三毒、滿二求，進而效法觀音菩薩之德
行，這樣的人，必是有大功德之人。



《楞嚴經》中，有二十五位菩薩講述自己證得

圓通的過程與修行要領(方法)，持地菩薩是第

十九位，觀音菩薩是第廿五位(耳根圓通)。

做中覺-持地菩薩成道因緣



做中覺-持地菩薩成道因緣

一.填土平地，鋪橋造路，以利行走，經無量佛。
二.為人擎物(背物)，放之即行，不取代價。
三.我為負人，無問遠近，唯取一錢。
四.車牛泥溺，我有神力，為其推輪，拔其苦惱。
五.整平土地，接待佛陀。毘舍如來摩頂開示：當平心地，

則世界地，一切皆平。
六.悟無生忍，成阿羅漢，迴心今入，菩薩位中。
七.「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

來藏，虛妄發塵，塵銷智圓，成無上道，斯為第一。」



「持地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

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

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

橋樑，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或

有眾生，於闤闠處，要人擎物，我先為擎，至其所詣，

放物即行，不取其直。

毘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饑荒，我為負人，無問遠近，

唯取一錢。或有車牛，被於泥溺，我有神力，為其推輪，

拔其苦惱。 」

持地菩薩的菩薩行

《楞嚴經》卷五



「時國大王，延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侍佛，毘舍如

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

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微

塵自性，不相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我於法性，

悟無生忍，成阿羅漢，迴心今入，菩薩位中。

聞諸如來，宣妙蓮花。佛知見地，我先證明，而為上首。

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來藏，

虛妄發塵，塵銷智圓，成無上道，斯為第一。」

《楞嚴經》卷五



誰是 觀世音菩薩？
• 黃思賢師兄
• 陳秋華師兄
• 蔡岱霖師姊
• 朱金財師兄
• 胡光中師兄 如意師姊
• 潘明水師兄
• 陳健師兄
• ……



邱熒格師姊「照步來！」
陳慧娟師姊陪伴到三
重培訓課程(左)



南無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三稱)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怛只哆 唵 伽囉伐哆 伽囉伐哆
伽訶伐哆 囉伽伐哆 囉伽伐哆 娑婆訶
天羅神 地羅神 人離難 難離身
一切災殃化為塵
南無摩訶般若波羅蜜

白
衣
神
咒



王根枝老菩薩分享3’28’’

人間菩提20151211王根枝與林王月娥老菩薩3'28''.mp4


誰是 觀世音菩薩？

環保志工 90歲王根枝老菩薩教白衣神咒 3’58”

王根枝老菩薩教白衣神咒3'58''.mp4


環保一念心1’38’’

環保一念心-王根枝老菩薩1'38''.mp4


慈濟世界 福聚海無量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勝彼世間音 是故須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 能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 慈眼視眾生 福聚海無量 是故應頂禮



討論提綱

1.觀音菩薩「無剎不現身」，請您分享為做

慈濟(或善事)，曾經「現身」於何處？

2.從陳志遠師兄身上，您看到那些值得學習

的優點(特點)？

3.從小牛、陳佳楠、吳柏謙等小菩薩的身上，

您得到甚麼啟發？



經 文-1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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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2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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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3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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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4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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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 文-5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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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6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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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觀世音菩

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 」



經 文-7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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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便得離癡。 」



經 文-8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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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9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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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10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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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多否？」

無盡意言：「甚多，世尊。」



經 文-11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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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12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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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13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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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聖身



經 文-14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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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
即現毗沙門身而為說法。

六天身



經 文-15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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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身



經 文-16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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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眾身、四女身



經 文-17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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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修羅、迦樓
羅、緊那羅、摩侯羅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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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童身、八部身、執金剛身



經 文-18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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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19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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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經 文-20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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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修羅、迦
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非人等故，受
是瓔珞。」



經 文-21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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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文-22普門品第廿五：

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具足妙相尊 偈答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 善應諸方所

弘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 侍多千億佛 發大清淨願

我為汝略說 聞名及見身 心念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



經 文-23普門品第廿五：

假使興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 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 龍魚諸鬼難 念彼觀音力 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峰 為人所推墮 念彼觀音力 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 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 不能損一毛

或值怨賊繞 各執刀加害 念彼觀音力 咸即起慈心



經 文-24普門品第廿五：

或遭王難苦 臨刑欲壽終 念彼觀音力 刀尋段段壞

或囚禁枷鎖 手足被杻械 念彼觀音力 釋然得解脫

咒詛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 還著於本人

或遇惡羅剎 毒龍諸鬼等 念彼觀音力 時悉不敢害

若惡獸圍繞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觀音力 疾走無邊方



經 文-25普門品第廿五：

蚖蛇及蝮蠍 氣毒煙火燃 念彼觀音力 尋聲自回去

雲雷鼓掣電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 應時得消散

眾生被困厄 無量苦逼身 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

具足神通力 廣修智方便 十方諸國土 無剎不現身

種種諸惡趣 地獄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漸悉令滅



經 文-26普門品第廿五：

真觀清淨觀 廣大智慧觀 悲觀及慈觀 常願常瞻仰

無垢清淨光 慧日破諸闇 能伏災風火 普明照世間

悲體戒雷震 慈意妙大雲 澍甘露法雨 滅除煩惱焰

諍訟經官處 怖畏軍陣中 念彼觀音力 眾怨悉退散



經 文-27普門品第廿五：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勝彼世間音 是故須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 能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 慈眼視眾生 福聚海無量 是故應頂禮



經 文-28普門品第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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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菩薩讚

觀音大士 悉號圓通
十二大願誓弘深
苦海度迷津 救苦尋聲
無剎不現身



觀音菩薩妙難酬 清淨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周塵剎 百千萬劫化閻浮
瓶中甘露常遍灑 手內楊枝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應 苦海常作度人舟

讚觀音偈



•體-法身-多寶佛

•相-報身-釋迦牟尼佛

•用-應身-觀世音菩薩

•應身的觀世音菩薩，將功德珍寶皈於法身之理佛，

以及報身之智佛，表示法.報.應三身即為一身之

意。

觀音菩薩法身.報身.應化身三身合一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