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 

第一卷 

（并序） 

南岳沙門  法照  於上都  章敬寺淨土院 述 

  

夫如來設教廣略。隨根終歸乎實相。得真無生者。孰能與於此哉。

然念佛三昧是真無上深妙禪門矣。以彌陀法王四十八願名號。為佛事。

願力度眾生。所以五會聲流於常宮。淨教普霑於沙界。故華嚴經云。三

賢乃至一切諸佛無上菩提。皆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而生。故法華維摩等經。

有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又聲名句文為諸教體。豈同今之學者紫金之容。

都撥為有相。髻珠之教懸指為文字。語無色則捨於真色。論無聲乃厭於

梵聲。生號無為。行稱失道。即顛墜邪山良可悲矣。今則不然。且金剛

般若云。六度萬行一切善法無非佛因。此是釋迦三世諸佛誠諦真言。足

以為信敬。可依行。今依大無量壽經。五會念佛。若廣作法事。具在五

會法事儀三卷。啟讚彌陀觀經廣說由序。問答釋疑並在彼文。亦須具寫

尋讀流傳後世。若略作法事。即依此文。凡作法事人。若道若俗。多即

六七人少即三五人。揀取好聲解者。總須威儀齊整端坐合掌專心觀佛。

齊聲齊和切。不得笑左右顧視。起真實悲濟之心。勿為名利。眾詮一人

為座主。稽請莊嚴經讚法事。須知次第。一人副座。知香火打磬同聲唱

讚。專知撿挍。先須焚香聲磬召請聖眾。當座人念佛一聲白眾云。敬白

道場眾等。總須發至誠心端坐合掌。觀想阿彌陀佛一切賢聖如對目前。

若能如是用心即賢聖降臨。龍天護念。聽聞經讚法事。令眾等即於言下。

滅無量罪獲無量福。心開意解速證甚深念佛三昧。得無生忍獲大總持。

具六波羅蜜神通自在。言訖即打磬。一下作梵了。念阿彌陀佛觀音勢至

地藏菩薩。各三五十聲。然後至心稽請。次莊嚴了依前念佛。即須觀其

道場徒眾多少。或晝或夜或廣或略。有道場請主。為何善事。切須知。

時別為莊嚴。廣與念誦。坐道場時。或有兩坐三坐乃至多坐。其彌陀觀

經。一坐一啟。散華樂及諸讚文總須暗誦。周而復始。經讚必須精熟不

得臨時把本。唯五會妙音一坐獨作不得聲。若准一坐。啟經法事即廣略

看時。其諸依次誦之。散華樂為首。其散華樂一坐一。諸寶鳥相好。維

摩五會。大小般若。般舟涅槃等讚。一坐兩句為聲打磬。淨土樂六根讚。



西方樂。出家樂禮讚等。並四句為准。道場樂一句而已。從彌陀觀維經

已後諸讚。皆須第三會念佛和之。誦諸讚了欲散。即誦道場樂。音即高

聲。須第三會念阿彌陀佛三百餘聲。最後唱西方禮讚天台智者迴向發願

文。取散。智者必須深厭生死。正念思惟念佛三昧。普為法界六道怨親。

願同生極樂速成無上菩提。專心學取五會真聲。傳於未來廣度群品。若

不師學濫授與人。轉誤後學失其宗旨。即卻招其咎無利福田。普勸現在

及以未來道俗。廣作五會真聲。念佛三昧理事雙修。相無相念。即與中

道實相正觀相應    

問曰。五會念佛有何利益。復何所表。 

答曰。即於此生。為能離五濁煩惱。除五苦斷五蓋。截五趣淨五眼。

具五根成五力。得菩提具五解脫。速能成就五分法身。五會念佛功力如

斯。最勝無比。盡此一形。頓捨最後凡夫之身。生極樂國入菩薩聖位。

得不退轉疾至菩提。實為佛任此事終不虛也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眾生說    

讚請文（依各一請一別禮） 

南無一心奉請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一心奉請十方三世諸佛 

南無一心奉請阿彌陀佛 

南無一心奉請觀世音菩薩 

南無一心奉請大勢至菩薩  

南無一心奉請十方諸大菩薩摩訶薩 

南無一心奉請十方聲聞緣覺一切賢聖僧 

莊嚴文 



粵大哉。至理真法一如。化物利人弘誓各別。故我釋迦應生於濁世。

阿彌陀出現於淨土。方淨穢兩殊。利益齊一。若易修易證。真唯淨土教

門。然彼西方殊妙難比。其國土也。嚴以百寶蓮敷九品以收人。其名號

也。能蕩千殃音開五會而攝物。故使稱其名者。則十方諸佛常護其人。

願生其國者。則異華五雲爭捧其座。是知。彌陀悲願不可思議。實謂。

啟三界之橫門。截四生之直路。故得恒沙諸佛舒舌證明。勸念彌陀令生

佛國。若不以斯淨教所在佛宣。則何以能令未聞者聞未見者見。今之念

佛意在茲焉。惟願釋梵護世衛國衛人。八部天龍調風調雨。伏願皇帝輪

寶飛來。韜戈偃鉀。舜澤遐霑於萬國。堯風遠備於八荒。太子聲飛洊雷。

諸王志堅盤石。公主銀樓耀彩。卿相永鎮台衡無戎。節越長光。堯天永

佐郎官侍御。雲飛省閣星映天台。大將高斑。榮耀日新。台逾百勝長官。

馬分駝色衣含繡文。亟薄慰等佐理分憂。清聲遠振。禪和尚定水澄淨。

禪河廁清慈風莫收。慧日長掛。法和尚道山彌峻。慧海逾深久。住人天。

常為舟楫。律和尚戒珠常淨。無慚照乘之理。定沼恒清。豈謝滄浪之綠。

當寺三綱。照彰梵字。宿睦乘門徒眾。稟其清風。寺舍和於水乳。諸闍

梨等三學圓明。慧燈長映。願弘斯教同往淨土。尼眾等戒月常明。凝神

入定。恒春道樹。永秀覺華。諸公等福霈山岳。壽齊椿鶴。夫人娘子玉

質長春。千秋不易。清信士女等恒沙業。累聞佛名。以冰消。無量福田。

隨念佛而增長。觀業成就三昧現前。若坐若行常見諸佛。然願佛日高懸。

法輪大闡。幽塗息苦。錍丘心寧。希望者何願不從。所念者應時咸遂。

有情有識同超有漏之因。此界他方咸願。同生安樂。阿彌陀佛福海無邊。

大眾虔誠。普為念阿彌陀佛    

散華樂文（依大般若經散華品）    

散華樂散華樂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華樂    散華樂散華樂    奉請

十方如來入道場    散華樂    散華樂散華樂    奉請彌陀如來入道場    散華

樂    散華樂散華樂    奉請觀音勢至諸大菩薩    入道場    散華樂    道場莊嚴極

清淨    散華樂    天上人間無比量    散華樂    

五會念佛 

（梁漢沙門法照。大曆元年夏四月中起。自南岳彌陀臺般舟道場。

依無量壽經作）    

問曰。五會念佛出在何文。 



答曰。大無量壽經云。或有寶樹。車渠為本。紫金為莖。白銀為枝。

琉璃為條。水精為葉。珊瑚為華。瑪瑙為實。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

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榮色光耀不可勝視。清風時

發出五會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其聞音者得深

法忍。住不退轉至成佛道    

又釋五會念佛。五者是數。會者集會。彼五種音聲。從緩至急。唯

念佛法僧。更無雜念。念則無念。佛不二門也。聲則無常。第一義也。

故終日念佛。恒順於真性。終日願生。常使於妙理。發心有如此者。必

降天魔擊法鼓。六種震動四花繁雨。金剛寶座正覺可期也。故觀經曰。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中分陀利花。名為希有。觀世音大勢至。為其勝

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是以如來常於三昧海中。舉網綿乎。謂父王曰。

王今坐禪。但當念佛。豈同離念求乎無念。離生求於無生。離相好求乎

法身。離文字求乎解脫。夫如是者則住於斷滅見。謗佛毀經。成櫃法業。

墜無間矣    

凡在修道可不慎毀。可不敬欺。又觀佛三昧海經云。此觀佛三昧。

是破戒者護。失道者依。煩惱賊中大勇猛將。首楞嚴王百千三昧所出生

處。亦名諸三昧母。亦名諸三昧王。亦名諸佛共所印可定。亦名如來禪。

非二乘外道等禪。信可知矣。此五會念佛聲。勢點大盡。長者即是緩念。

點小漸短者。即是漸急念。須會此意    

第一會平聲緩念    南無阿彌陀佛    

第二會平上聲緩念    南無阿彌陀佛    

第三會非緩非急念    南無阿彌陀佛    

第四會漸急念    南無阿彌陀佛    

第五會四字轉急念    阿彌陀佛    

五會念佛竟即誦寶鳥諸雜讚    

寶鳥讚（依阿彌陀經） 



極樂莊嚴間雜寶（彌陀佛）    實是希奇聞未聞（彌陀佛彌陀佛） 

寶鳥臨空讚佛會（彌陀佛）    哀婉雅亮發人心（彌陀佛彌陀佛） 

晝夜連聲無有息（彌陀佛）    文文句句理相同（彌陀佛彌陀佛） 

或說五根七覺分（彌陀佛）    或說八聖慈悲門（彌陀佛彌陀佛） 

或說他方離惡道（彌陀佛）    或說地獄封人天（彌陀佛彌陀佛） 

或說散善波羅蜜（彌陀佛）    或說定慧入深禪（彌陀佛彌陀佛） 

或說長時修苦行（彌陀佛）    或說無上菩提因（彌陀佛彌陀佛） 

菩薩聲聞聞此法（彌陀佛）    處處分身轉法輪（彌陀佛彌陀佛） 

願此法輪相續轉（彌陀佛）    道場眾等益長年（彌陀佛彌陀佛） 

眾等迴心生淨土（彌陀佛）    手執香花往西方（彌陀佛彌陀佛） 

維摩讚（依維摩經） 

佛國清淨從心現（難思議）    種種莊嚴心裏生（難思議維摩詰）     

足指按地三千界（難思議）    虛空性海坐花臺（難思議維摩詰）     

毘耶離城方丈室（難思議）    有一居士號維摩（難思議維摩詰）     

託病現身而有疾（難思議）    國主王子悉來遇（難思議維摩詰）     

無量聲聞菩薩眾（難思議）    欲遣問病不堪任（難思議維摩詰）     

唯有文殊入徵問（難思議）    居士所疾是何因（難思議維摩詰）     

答曰病從癡愛起（難思議）    我病非有亦非無（難思議維摩詰）     

廣說身是無常法（難思議）    陰界諸入合成身（難思議維摩詰）     

菩薩毛端容大海（難思議）    芥子之內納須彌（難思議維摩詰）     

手擲世界他方外（難思議）    室中天女悟無生（難思議維摩詰）    

相好讚（依相好經）     

世尊往昔塵沙劫（彌陀佛）    苦行勤修相好身（彌陀佛彌陀佛）     

今已得成無見頂（彌陀佛）    復生紺髮旋螺文（彌陀佛彌陀佛）     

眉間毫相頗梨色（彌陀佛）    右旋宛轉琉璃筒（彌陀佛彌陀佛）     

齒如珂珮皆齊密（彌陀佛）    舌相長舒覆面門（彌陀佛彌陀佛）     

佛心紅蓮金色坐（彌陀佛）    清淨皎潔日光分（彌陀佛彌陀佛）    

五會讚（依無量壽經）                釋法照    

第一會時平聲入（彌陀佛）    第二極妙演清音（彌陀佛彌陀佛）     

第三盤旋如奏樂（彌陀佛）    第四要期用力吟（彌陀佛彌陀佛）     



第五高聲唯速念（彌陀佛）    聞此五會悟無生（彌陀佛彌陀佛）     

一到西方受快樂（彌陀佛）    永不輪迴入苦坑（彌陀佛彌陀佛）     

發心念佛事須堅（彌陀佛）    臨終決定上金船（彌陀佛彌陀佛）     

迴願眾生皆得往（彌陀佛）    直向西方坐寶蓮（彌陀佛彌陀佛）     

西方世界實為精（彌陀佛）    彼土眾生不可輕（彌陀佛彌陀佛）     

衣裓持花供養佛（彌陀佛）    還來本國飯經行（彌陀佛彌陀佛）     

發心念佛度群生（彌陀佛）    願此五會廣流行（彌陀佛彌陀佛）     

六道三塗皆攝取（彌陀佛）    蓮花會裏著真名（彌陀佛彌陀佛）    

淨土樂讚（依稱讚淨土經）                釋法照    

淨土樂淨土樂    淨土不思議    淨土樂     

彌陀住在寶城樓（淨土樂）    傾心念念向西求（淨土樂）     

到彼三明八解脫（淨土樂）    長辭五濁更何憂（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淨土不思議     淨土樂     

寶樓寶閣寶金擎（淨土樂）    池水金沙映底清（淨土樂）     

法曲時時常供養（淨土樂）    蓮華會裏說無生（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淨土不思議    淨土樂     

寶臺寶閤寶真珠（淨土樂）   寶體端嚴金色軀（淨土樂）     

菩薩化生奏玉調（淨土樂）   微風五會演真如（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淨土不思議    淨土樂     

流水波瀾遶寶臺（淨土樂）   寶殿光耀玉戶開（淨土樂已後急誦）     

慈主遙聞三界子（淨土樂）   總須發願往生來（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彌陀身量廣無崖（淨土樂）   面似檀金優缽華（淨土樂）     

目若青蓮四大海（淨土樂）   圓光化佛過恒沙（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彌陀本願大慈悲（淨土樂）   此地凡夫不覺知（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慮恐眾生出世遲（淨土樂）     

彌陀春樹覺華開（淨土樂）    功德池中坐寶臺（淨土樂）     

三昧庭前求解脫（淨土樂）    摩尼殿上禮如來（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西方異鳥數無窮（淨土樂）   白鶴孔雀及迦陵（淨土樂）     

鸚鵡頻伽說妙法（淨土樂）   聲中演出大乘字（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如來尊號甚分明（淨土樂）    十方世界普流行（淨土樂）     

但有稱名皆得往（淨土樂）    觀音勢至自來迎（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彌陀徒眾普慈心（淨土樂）     怜愍眾生至意深（淨土樂）     

水鳥樹林皆說法（淨土樂）    何況如來微妙音（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彌陀本願特超殊（淨土樂）   慈悲方便引凡夫（淨土樂）     

一切眾生皆度脫（淨土樂）    稱名即得罪消除（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彌陀端坐寶金樓（淨土樂）    恒沙菩薩四邊遊（淨土樂）     

九類蒙光說妙法（淨土樂）    聞者悟解永無憂（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無囂塵（淨土樂）    眾生到即斷貪瞋（淨土樂）     

總是善人菩薩眾（淨土樂）     亦無惡趣及怨親（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花幢八面掛金鈴（淨土樂）    上下和鳴出妙聲（淨土樂）     

聞者皆言稱快樂（淨土樂）    長劫不聞諸苦名（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凡夫若得到西方（淨土樂）    曠劫塵沙罪滅亡（淨土樂）     

具六神通得自在（淨土樂）    永除老病離無常（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離胞胎（淨土樂）    眾生到即出蓮臺（淨土樂）     

上品尋光昇寶座（淨土樂）    下生障盡始花開（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七重欄（淨土樂）    七寶莊嚴數百般（淨土樂）     

琉璃作地黃金界（淨土樂）    諸臺閣與開天連（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十方稀（淨土樂）    努力專心莫置疑（淨土樂）     

上品即證無生忍（淨土樂）    下生障盡入無為（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更無過（淨土樂）    閻浮極苦罪人多（淨土樂）     

欲得令生出三界（淨土樂）    惟須至意念彌陀（淨土樂）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淨土樂）    



離六根讚（依大般若經）                釋法照    

我淨樂我淨樂    瞻見心空了世間（我淨樂）     

觀見眼根常清淨（我淨樂）    色界無來本是空（我淨樂）     

色性本來無障礙（我淨樂）    無來無去是真宗（我淨樂）     

觀見耳根常清淨（我淨樂）    聲界無來本是空（我淨樂）     

聲性本來無障礙（我淨樂）    無來無去是真宗（我淨樂）     

觀見鼻根常清淨（我淨樂）    香界無來本是空（我淨樂）     

香性本來無障礙（我淨樂）    無來無去是真宗（我淨樂）     

觀見舌根常清淨（我淨樂）    味界無來本是空（我淨樂）     

味性本來無障礙（我淨樂）    無來無去是真宗（我淨樂）     

觀見身根常清淨（我淨樂）    觸界無來本是空（我淨樂）     

觸性本來無障礙（我淨樂）    無來無去是真宗（我淨樂）     

觀見意根常清淨（我淨樂）    法界無來本是空（我淨樂）     

法性本來無障礙（我淨樂）    無來無去是真宗（我淨樂已後急誦）     

忘想眼根緣色轉（努力）    忘聽耳界被聲牽（難識）     

忘臭鼻香舌染味（努力）    忘識身觸意塵遷（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忘想騰波常沒溺（努力）   煩惱猛焰鎮燒燃（難識）     

為此輪迴三界獄（努力）   生老病死苦常煎（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有幸得逢善知識（努力）    指示西方快樂門（難識）     

欲得速超生死苦（努力）    專心念佛斷貪瞋（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彌陀寶國實門開（努力）    七寶池中七寶臺（難識）     

千葉千般千種色（努力）     一半含光出水來（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彌陀五會救娑婆（努力）    聞者皆能發道芽（難識）     

眾等傾心懃念佛（努力）    棄俗歸真早出家（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閻浮濁惡不堪停（努力）    處處唯聞眾苦聲（難識）     

不如專念彌陀號（努力）    今生直到寶蓮城（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西方寶殿寶池亭（努力）    寶林水鳥解人情（難識）     



鸚鵡和鳴讚三身（努力）    聲中演出大乘經（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西方寶樹寶根莖（努力）    寶華寶網甚分明（難識）     

寶葉行行相間錯（努力）    寶果重重出化生（難識）     

難識（努力）    勸金彌陀修福     

寶池寶岸寶蓮華（努力）    寶階寶底實金沙（難識）     

下生雖有前生障（努力）    菩提不發自生芽（難識）     

難識（努力）    普勸念彌陀修福     

西方淨土雨天衣（努力）    寶殿空裏逐身飛（難識）     

一念百味隨心至（努力）    何故眾生去者稀（難識）     

難識    普勸念彌陀修福    

正法樂讚（依佛本行經）（依淨土樂知）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不思議（正法樂）     

釋迦如來因地時（正法樂）    歷劫苦行不思議（正法樂）     

頓捨身財求妙法（正法樂）    唯佛與佛乃能知（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不思議（正法樂）     

雪山童子釋迦因（正法樂）   為求半偈捨金身（正法樂）     

善友求法僉兩因（正法樂）    良由本國濟貧人（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不思議（正法樂）     

慈力施身五夜叉（正法樂）   檀王棄國捨榮華（正法樂）     

須闡割身救父母（正法樂）   布施妻兒號達拏（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不思議（正法樂）     

月光發願捨千頭（正法樂）    薩婆敲骨不懷憂（正法樂）     

更作尸毘代鴿命（正法樂）    不證菩提未擬休（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不思議（正法樂）     

寶王割身燃千燈（正法樂）    薩捶投崖飼大虫（正法樂）     

慈善開心施五藏（正法樂）    問汝眾生能不知（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     

本師苦行實難論（正法樂）    子細尋思不忍問（正法樂）     

向者所陳爾計事（正法樂）    一一皆是釋迦因（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     

布施持戒久精研（正法樂）    忍辱精進不離禪（正法樂）     

苦行勤修功滿足（正法樂）    直論劫數不論年（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釋迦如來因地時（正法樂）    多劫苦行獨超倫（正法樂）     

一一皆修無上業（正法樂）    證得菩提出世間（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本師苦行應真如（正法樂）   實實相承無假虛（正法樂）     

證得菩提無上果（正法樂）    分身百億度閻浮（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從天降下至王室（正法樂）    託陰摩耶睡夢中（正法樂）     

後園攀著無憂樹（正法樂）    右脅便即誕真容（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初生位次坐輪王（正法樂）    震動天地放光明（正法樂）     

為表釋迦應化身（正法樂）    普令諸子離無常（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九龍吐水洗神胎（正法樂）    天人榮腋捧嬰孩（正法樂）     

便即東西行七步（正法樂）    舉足下足踏蓮臺（正法樂）     

長大踰城入雪山（正法樂）    苦行又經強六年（正法樂）     

身著草衣食麻麥（正法樂）    跏趺攝念便歸禪（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形容枯悴不思議（正法樂）    牧女投身獻乳糜（正法樂）     

食了河中自沐浴（正法樂）    帝釋從空按樹枝（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因茲成佛放光明（正法樂）    金口所說化眾生（正法樂）     

廣演三乘微妙法（正法樂）    娑婆世界遍流行（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成佛四十餘九十（正法樂）    彼國經行遊五天（正法樂）     

普勸眾生勤念佛（正法樂）     亦教持戒及修禪（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凡夫見佛漸輕微（正法樂）    如來觀見卻還歸（正法樂）     

示現無常還報土（正法樂）    閻浮眾生無所依（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涅槃已後一千年（正法樂）    法教流傳到此國（正法樂）     

眾生轉讀依行學（正法樂）    示成道果亦生天（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故知欲得出煩籠（正法樂）     一一依行本師宗（正法樂） 



總道不修便作佛（正法樂）    道理自看通不通（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出家先且斷貪惱（正法樂）    摧滅無明人我山（正法樂） 

於此閻浮無染著（正法樂）    始得往往出世間（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無漏智性本來常（正法樂）    久在無明被塵藏（正法樂） 

眾生造罪無邊際（正法樂）    若覓成佛錯永望（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凡夫倒見不思惟（正法樂）    所作所為不自知（正法樂） 

惡業宛然無減損（正法樂）    道我成佛大愚癡（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大乘無念說空宗（正法樂）    空卻無明貪愛空（正法樂） 

眾生倒見渾金錯（正法樂）    撥無因果誑凡籠（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莫嫌語質卻懷瞋（正法樂）    子細研窮總是真（正法樂） 

已見錯行相指示（正法樂）    終歸還是腹心入（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譬如大病若為除（正法樂）    受得火艾去根株（正法樂） 

聞法既能自覺悟（正法樂）    定生淨土會無餘（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眾生努力念彌陀（正法樂）    急要迅速更無過（正法樂） 

祇為西方開九品（正法樂）    和罪帶障出娑婆（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眾生隨佛到西方（正法樂）    微塵故業自消亡（正法樂） 

如來願力親加被（正法樂）    聞法悟道證真常（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普告道場諸佛子（正法樂）    各各發取菩提心（正法樂） 

正法真宗須倣學（正法樂）    定見外道不堪任（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何者名之為正法（正法樂）    若箇道理是真宗（正法樂） 

好惡今時須決擇（正法樂）    一一子細莫朦朧（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持戒坐禪名正法（正法樂）    念佛成佛是真宗（正法樂） 

不取佛言名外道（正法樂）    撥無因果見為空（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禪律如何是正法（正法樂）    念佛三昧是真宗（正法樂） 

見性了心便是佛（正法樂）    如何道理不相應（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念佛聲聲下佛種（正法樂）    坐禪持戒用真功（正法樂） 

汝若不修便作佛（正法樂）    喻若飢人空掩風（正法樂） 

正法樂正法樂    正法能超出世間（正法樂）    

西方樂讚（依阿彌陀經）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釋迦普勸念彌陀（西方樂）   意在眾生出愛河（西方樂） 

上品華臺見慈主（諸佛子）    到者皆因念佛多（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西方進道勝娑婆（西方樂）    緣無五欲及邪魔（西方樂） 

成佛不勞諸善業（西方樂）    華臺端坐念彌陀（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五濁修行多退轉（西方樂）    不如念佛往西方（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到彼自然成正覺（西方樂）    還來苦海作津樑（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閻浮世界不堪停（西方樂）    惡業因緣每日盈（西方樂） 

縱饒作得此之善（諸佛子）    不覺地獄向前成（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西方極樂樂轟轟（西方樂）   長劫不聞諸苦名（西方樂） 

鼓樂弦歌空裏滿（諸佛子）    自然相和說無上（莫著人間樂莫著人

間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閻浮穢惡不堪停（西方樂）   惡業瞋恚鬥無明（西方樂） 

若能專心念彼佛（諸佛子）   彌陀寶界悟無生（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西方極樂七寶池（西方樂）    八功德水不思議（西方樂） 

底有金沙岸香樹（諸佛子）    蓮華涌出化生兒（莫著人間樂莫著人

間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彌陀淨剎甚精微（西方樂）    黃金界道地琉璃（西方樂） 

香風吹動諸行樹（諸佛子）    宮商五會演希奇（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極樂國中七寶池（西方樂）    花開蓮色紫光耀（西方樂）     

繫念彌陀登寶座（諸佛子）    須臾不覺證無為（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碧玉樓前七寶臺（西方樂）    諸天童子競過來（西方樂） 

一一持花供養佛（諸佛子）    處處唯言稱善哉（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莫怪頻頻共相勸（西方樂）    見人往往有無常（西方樂） 

若得念佛深三昧（諸佛子）    不怕三塗平等王（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萬行之中為急要（西方樂）    迅速無過淨土門（西方樂） 

不但本師金口說（諸佛子）    十方諸佛共傳證（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寶池寶岸甚寬平（西方樂）    寶地琉璃千忉明（西方樂） 

普勸眾生勤念佛（諸佛子）    彌陀決定自來迎（莫著人間樂莫著人

間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樂）    西方便有一蓮生（西方樂）  

但使一生常不退（諸佛子）    此花還到此間迎（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西方樂西方樂     西方淨土不思議（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樂） 

急須念佛莫悠悠（西方樂）    欲超苦海要船舟（西方樂） 



稱名決定生安樂（諸佛子）     永絕閻浮生死流（莫著人間樂莫著人

間樂） 

歸去來（西方樂）    閻浮五濁是塵埃（西方樂） 

不如西方快樂處（諸佛子）    到彼花臺隨意開（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歸去來（西方樂）    彌陀淨剎寶殿開（西方樂） 

但有傾心能念佛（諸佛子）    臨終決定坐金臺（莫著人間樂莫著人

間樂） 

歸去來（西方樂）    生老病死苦相催（西方樂） 

晝夜懃心專念佛（諸佛子）    摩尼殿上禮如來（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歸去來（西方樂）    誰能惡道受輪迴（西方樂） 

若能念彼彌陀號（諸佛子）    往生極樂坐花臺（莫著人間樂莫著人間

樂）    

般舟三昧讚（依般舟三昧經）                慈愍和尚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普勸迴心生淨土（願往生）        迴向念佛即同生（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曠劫已來流浪久（願往生）        隨緣六道受輪迴（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不遇往生善知識（願往生）        誰能相勸得迴歸（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憶受天堂暫時樂（願往生）        福盡臨終現五衰（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憶受人中胎藏苦（願往生）        四蛇六賊競相催（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憶受修羅餓鬼道（願往生）        飢虛鬥諍苦難載（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憶受畜生相食噉（願往生）        刀光捨命復牽犁（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憶受地獄長時苦（願往生）        業風吹去不知迴（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或入鑊湯爐炭火（願往生）        騰波猛焰劇天雷（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或上刀山攀劍樹（願往生）        皮膚骨肉變成灰（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借問何緣受此苦（願往生）        貪魚愛肉業相隨（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鎔銅灌口犁拂口（願往生）        飲酒妄語受其災（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或臥鐵床抱銅柱（願往生）        總為邪婬顛倒來（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或墮阿鼻大地獄（願往生）        經劫長年眼不開（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上火下火交通過（願往生）        刀輪鐵杵自飛來（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銅狗嚙心并噉血（願往生）        鐵烏喙眼復穿鰓（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今日道場諸眾等（願往生）        恒沙曠劫總經來（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慶此人身難值遇（願往生）        喻若優曇花始開（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正值希聞淨土教（願往生）        正值念佛法門開（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正值彌陀弘誓喚（願往生）        正值大眾信心迴（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正值今日依經讚（願往生）        正值結絜上花臺（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正值道場無魔事（願往生）        正值無病惱能來（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正值七日功成就（願往生）        四十八願要相攜（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普勸道場同行者（願往生）        努力迴心歸去來（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借問家鄉何處在（願往生）        極樂池中七寶臺（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彼佛因中立弘誓（願往生）        聞名念我總迎來（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不簡貧窮將富貴（願往生）        不簡下智與高才（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不簡無非淨土業（願往生）        不簡外道闡提人（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不簡長時修苦行（願往生）        不簡今日始生心（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不簡多聞持淨戒（願往生）        不簡破戒罪根深（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但使迴心多念佛（願往生）        能令瓦礫變成金（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寄語現前諸大眾（願往生）        同緣去者早相尋（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借問相尋何處去（願往生）        報道彌陀淨土中（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借問何緣得生彼（願往生）        報道念佛自成功（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借問今生多罪障（願往生）        如何淨土肯相容（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報道稱名罪消滅（願往生）        喻若明燈入闇中（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借問凡夫得生否（願往生）        如何一念闇中明（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報道除疑多念佛（願往生）        彌陀決定自親近（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專心念佛見彌陀（無量樂） 

淨土五會法事讚本（終）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 

第二卷 

南岳沙門 法照 於上都 章敬寺淨土院 述 

  

菩薩子讚文 

可怜生可怜生。菩薩子遊戲在西方（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出門

能忍辱（花臺裏）入戶莫懷瞋（花臺裏）但能修淨土（菩薩子）證得紫

金身（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眾生心眾生心。無明泥底沈。何時得惺

悟（菩薩子）證得百千金（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眾生心眾生心。波

浪壯難襟（攀緣四天下菩薩子）何處不追尋（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

何指彌陀國轟轟樂。無有一人過地獄底苦。恤恤眾生竄者多。奈何天奈

何天。眾生共佛無因緣。千言百語化不得（菩薩子）定知將罪人黃泉（宛

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彌陀造大船。攪到苦海邊。船頭黯黯定欲沒（菩

薩子）貴貴度得念佛人（宛轉花臺裏宛轉花臺裏）池東池西百寶臺。光

明樓閣萬重開。暫向樓中觀補處（菩薩子）還來殿上禮如來（宛轉花臺

裏宛轉花臺裏）紅蓮華青蓮華。千葉蓮華臺上生（攝受彌陀佛攝受彌陀

佛） 

鹿兒讚文 

昔有一賢士（沙羅林）        恒日在山林（沙羅林）     

百鳥同一宣（沙羅林）        相看如兄弟     

有一傍行人        失腳墮流泉     

手把無根樹        口稱觀世音     

鹿兒聞此語        便即跳入水     

語汝上鹿背        將汝出彼岸     

汝得出彼岸        步步向鹿跪     

無物報鹿恩        與鹿作奴僕     

鹿是草間虫        不用作奴僕     

飢時食百草        渴即飲流泉     

欲得報鹿恩        莫道鹿在此    



有一國王長患妃。夜夜見九色鹿。若不得九色鹿。大命難可續。國

王出敕集群臣    

誰知九色鹿        有人知鹿處     

分國賜千金        鬧兒聞此語     

叉手向王前        臣知九色鹿     

恒在流水邊        啟王多將兵     

此鹿甚輕便    

國王將兵百萬眾。圍繞四山林。國王彎弓欲射鹿。聽鹿說一言。國

王是迦葉。鹿是如來。身無人如鹿處。只是[阿-可+（環-王）]車大患人。

昔日救汝命。何期今日害鹿身。傳語黑頭虫世世難與恩。普勸道場諸眾

生。努力各發菩提心    

請觀世音讚文    

迦摩那目佉    迦摩那母者    娜迦摩者那     

迦摩那荷悉哆迦摩那佉辨（平聲引）禰迦摩那（上聲）迦摩娜（上聲）

沙摩轉沙喝囉（二合）摩娜訖差（二合）南無悉底    觀世音菩薩南無觀

世音菩薩    

道場樂讚文 

大眾人人皆合掌（道場樂）        碎身慚謝釋迦恩（道場樂）     

能得慈悲巧方便（道場樂）        指受西方快樂門（道場樂）     

道場欲散人將別（道場樂）        努力相勸斷貪瞋（道場樂）     

貪瞋因緣障淨土（道場樂）        不得解脫永沈淪（道場樂）     

同行相親相策勵（道場樂）        畢命為期到佛前（道場樂）     

願此法輪相續轉（道場樂）        道場眾等益長年（道場樂）     

我等咸同受快樂（道場樂）        見聞隨喜亦皆然（道場樂）     

眾等迴心生淨土（道場樂）        手執香華往西方（道場樂）    

往生樂願文    願往生（彌陀佛彌陀佛） 

得生淨土報師恩（無量樂）        人能念佛佛還念（彌陀佛彌陀佛）     

專心想佛佛知人（無量樂）        一切迴心向安樂（彌陀佛彌陀佛）     



即見真金功德身（無量樂）        淨土莊嚴諸聖眾（彌陀佛彌陀佛）     

籠籠常在行人前（無量樂）        行者見已心歡喜（彌陀佛彌陀佛）     

終時從佛坐金蓮（無量樂）        一念乘臺到佛會（彌陀佛彌陀佛）     

即證不退入三賢（無量樂）        一一池中華盡滿（彌陀佛彌陀佛）     

華華總是往生人（無量樂）        寧合金華百千劫（彌陀佛彌陀佛）     

不願地獄須臾間（無量樂）        各留半坐乘華葉（彌陀佛彌陀佛）     

待我閻浮同行人（無量樂）        寄語娑婆修行者（彌陀佛彌陀佛）     

念念精勤莫睡眠（無量樂）        乘此因緣生淨土（彌陀佛彌陀佛）     

畢命為期到佛前（無量樂）    

小般舟三昧樂讚文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為度娑婆分化入（願往生）        八相成佛度眾生（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曠劫已來常沈沒（願往生）        到處唯聞生死聲（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釋迦牟尼真報土（願往生）        碎身慚謝釋迦恩（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口中橫骨語不得（願往生）        總為前生無善因（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被毛戴角畜生形（願往生）        種種從他鞭打身（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萬行俱迴皆得往（願往生）        一一光明照十方（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相好彌多八萬四（願往生）        彌陀佛國亦無會（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長病遠行不計日（願往生）        念佛即道無功夫（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三界無安如火宅（願往生）        四衢露地絕塵埃（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厭住死生居骨肉（願往生）        何能五陰處胞胎（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正值今生發道意（願往生）        稀逢淨土法門開（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願得西方安養國（願往生）        彌陀聖眾要相攜（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定散二門皆得往（願往生）        精麤九品盡乘臺（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到彼三明八解脫（願往生）        長辭五濁見如來（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無量樂）     

彌陀願行廣無邊（願往生）        悲濟群生普盡憐（無量樂）     

般舟三昧樂（願往生）        三界六道苦難停     

總欲化令歸本國        眾生罪業共無緣    

相觀讚文    

憂曇花（希現）        大眾用心聽（彩憐）     

沈淪五欲境        託陰入幽胎        巧風吹氣滿（希現）    形假出身來（彩憐）         

憂曇華（希現）        大眾用心聽（彩憐）     

能令眷屬喜        車康弄嬰垓        初教掌中立（希現）    慈母逐身迴（彩憐）         

憂曇華        大眾用心聽（彩憐）     

竹馬緣林巷        聚落摧沙堆        雙眉分柳葉（希現）    兩頰似桃華（彩憐）         

憂曇華        大眾用心聽（彩憐）     

年至經三五        專事好榮華        攜琴徹夜飲（希現）    翫是望朝霞         

憂曇華        大眾用心聽（彩憐）     

盛色心驍踊        傲慢造英雄        逍遙龍馬上（希現）    徘徊琴酒中（彩憐）         

憂曇華        大眾用心聽（彩憐）     

對坐看明月（彩憐）        獨坐度清風        手把相如[金*刃]（希現）    不畏

死生弓     

憂曇華        大眾用心聽     

拔劍平四海        橫戈敵萬夫        一朝床枕上（希現）    起坐聽人扶（彩憐）     

咄嗟長歎息        誰知老所侵    八十將衰邁（希現）        萬事不堪住（彩憐）     

憂曇華    大眾用心聽（彩憐）     

曾經霜露積        慮被風雨侵    欲作西方業（希現）        無過少壯心     

憂曇華（希現）    大眾用心聽（彩憐）     

世間住日少        臥土積年多    髑髏離骨散（希現）        肉斷筋還[打-丁+危]

（彩憐）     

憂曇華（希現）    大眾用心聽（彩憐）     

支節皆顛倒        [番*飛]成尖奮渦    計我凡夫骨（希現）        堪成毘富羅（希



現）     

憂曇華（希現）    大眾用心聽（彩憐）     

縱令勤遂善        終是識昏沈    紅顏一罷豔（希現）        白頭寧久吟（彩憐）    

出家樂讚文    

出家樂出家樂。無始起離諸著。今生值善割親緣。頓捨麤情。斷眾

惡斷眾惡發身心。依聖學除於結使。下金刀落髮。披衣食寶藥。食寶藥

懷法喜加踊躍。誰其長夜睡重昏此日清身。忻大覺忻大覺。出家安出家

安。一切事不相[怡-台+干]。年登二十。逢和尚敬受尸羅。遇淨壇遇淨

壇。修定慧證非難。悟若琉璃明內外。妙喻蓮華。恣總看恣總看。稱釋

子。法門寬出入。往來無礙道。解脫道遙證涅槃。識涅槃歸去來。寶門

開正見彌陀。昇寶坐菩薩散華。稱善哉稱善哉。寶林看水鳥樹林。念五

會哀婉慈聲。讚法王讚法王。共命鳥對鴛鴦鸚鵡頻伽。說妙法恒歎眾生。

住苦方住苦方。歸去來。離娑婆常住如來。聽妙法指受西方。是釋迦是

釋迦。歸去來。見彌陀今在西方。現說法運度眾生。出愛河出愛河。歸

去來。上金臺勢至觀音。來引路百法明門。應自開應自開    

願往生讚文    願往生（彌陀佛彌陀佛） 

無常迅速莫安然（無量樂）        水上色比非久住（彌陀佛彌陀佛）     

緣生暫有忽還無（無量樂）        假使百年如瞬頃（彌陀佛彌陀佛）     

有生之者必無常（無量樂）        壯色不停如雷滅（彌陀佛彌陀佛）     

彌加念佛莫遊遊（無量樂）        今日道場同法樂（彌陀佛彌陀佛）     

從茲後會亦難期（無量樂）        各各歎顏同發願（彌陀佛彌陀佛）     

生生法會得相逢（無量樂）    

般若讚文    

昔有菩薩安心坐（彌陀佛）        照見五蘊悉皆空（彌陀佛彌陀佛）     

空無相中無價寶（彌陀佛）        般若性海絕難思（彌陀佛彌陀佛）     

故知妙身無罣礙（彌陀佛）        是大神咒起人慈（彌陀佛彌陀佛）     

真實不虛深須信（彌陀佛）        揭帝揭帝斷狐疑（彌陀佛彌陀佛）    

小道場樂讚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道場樂）        住在王舍靈鷲山（道場樂）     

菩薩聲聞并八部（道場樂）        地動天華非一般（道場樂）     

此是諸佛生己相（道場樂）        文殊為說宿因緣（道場樂）     

毫光遍照咸生怪（道場樂）        定說經名妙法蓮（道場樂）     

大眾齊修淨土業（道場樂）        手執香華往西方（道場樂）    

大樂讚文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住五臺山（大樂）     

文殊菩薩聞心地（菩薩子）        普賢菩薩座華臺（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華嚴經（大樂）     

花嚴信處品（大樂）        心王菩薩在中間（大樂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涅槃經（大樂）     

涅槃佛性海（菩薩子）        早證涅槃山（大樂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藥師經（大樂）     

藥師十二願（菩薩子）        願願度眾生（大樂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觀音經（大樂）     

觀音勢至力（大樂）        苦處在先登（大樂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無量經（大樂）     

經中十六觀（菩薩子）        三昧自然成（大樂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佛前燈（大樂）     

照經并照像（菩薩子）        得照師僧（大樂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佛香燈（菩薩子）     

燈香供養佛（大樂）        度取有緣人（大樂）     

弟子發願時（大樂）        願作七寶池（大樂）     

池中有賢聖（菩薩子）        總是往生人（大樂大樂） 

歎阿彌陀佛讚文 

巍巍阿彌陀        顏容紫金形     

身相三十二        爪足下安平     

姿好八十種        光曜常照明     

梵音超三千        妙響哀鸞聲     

巍巍阿彌陀        國土甚清明     

悉純黃金色        無四惡女名     



池水流相注        寶樹五音聲     

歌嘆無常苦        聞者得無生     

巍巍阿彌陀        眾善王中美     

國土妙安樂        無不願往生     

佛與菩薩眾        [番*飛]飛俱往迎     

忽然七寶池        蓮華中長成     

巍巍阿彌陀        威德妙無侶     

軀體真金色        光曜十方土     

其聞得睹遇        永拔生死苦     

我今稽首禮        無上眾生文    

歎觀世音菩薩    

眾生被困厄        無量苦逼身     

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乃至）     

諍訟經官所        怖畏軍陣中     

念彼觀音力        眾怨悉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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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歎大勢至菩薩    

大勢至菩薩。神通大自在。與觀音等無差。觀音勢至二大士。常侍

彌陀佛左右。觀音頂戴彌陀佛。勢至冠中有寶瓶。瓶內光明甚無量。常

放照曜苦眾生。慈悲喜捨常攝物。諸有所作不唐捐。故我遙頂禮    

歎大聖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妙德法王之子。是七佛之祖師。號龍種上尊王佛。雖得

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教化眾生。無量功德皆成

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現在東



北方金色世界清涼山內。住首楞嚴三昧。與一萬菩薩同會。利樂苦眾生。

故我遙頂禮    

觀經十六觀讚（依觀經各誦少多）                釋淨遐述    

第一初觀日在西（阿彌陀佛）        端身正坐去昏迷（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見時欲沒如懸鼓（阿彌陀佛）        令心堅故莫高低（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二觀水本澄清（阿彌陀佛）        想水為冰理易成（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令冰映作琉璃地（阿彌陀佛）        分明還見寶幢擎（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三寶地間黃金（阿彌陀佛）        六時花雨滿瓊林（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分暉變作空中樂（阿彌陀佛）        簫管能清道者心（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四寶樹七寶行（阿彌陀佛）        布葉垂條異色光（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花葉四時皆具足（阿彌陀佛）        風來林下更飛香（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五當觀七寶池（阿彌陀佛）        清冷八德不思議（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渠流悉是金沙水（阿彌陀佛）        水上花開無盡時（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六應觀眾寶樓（阿彌陀佛）        珠軒玉砌碧雲秋（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天樂奏時清夜響（阿彌陀佛）        法音微妙勸勤修（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七專觀華座開（阿彌陀佛）        檀金為葉玉為臺（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寶幢上[雨/復]真珠網（阿彌陀佛）        莊嚴只擬為如來（阿彌陀佛南無

阿彌陀佛）     

第八寶像色圓明（阿彌陀佛）        萬法皆從心想生（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若見其身華上坐（阿彌陀佛）        甚深三昧自然成（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九彌陀法王身（阿彌陀佛）        相好光明無等倫（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念佛眾生皆攝取（阿彌陀佛）        心常不捨有緣人（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第十觀音補處尊（阿彌陀佛）        身同佛相妙難論（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頂戴如來心敬重（阿彌陀佛）        慈光恒住大悲門（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十一勢至大威雄（阿彌陀佛）        補翼長時振六道（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世界動搖應度者（阿彌陀佛）        光明常照行中人（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十二觀身自往生（阿彌陀佛）        蓮華開合極分明（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端坐湛然心不動（阿彌陀佛）        臨終當見佛來迎（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十三丈六紫金容（阿彌陀佛）        真化由來不二縱（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但使隨心觀了了（阿彌陀佛）        法身妙相自顆顆（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十四生人行業高（阿彌陀佛）        上品三心種姓豪（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百法明門歡喜地（阿彌陀佛）        金剛定力轉堅牢（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十五生居九品中（阿彌陀佛）        淨戒重修始業融（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善友教令迴願往（阿彌陀佛）        須臾不覺坐蓮宮（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十六下生位最卑（阿彌陀佛）        業障難消慧發遲（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十念蓮胎雖住劫（阿彌陀佛）        華開還得悟無生（阿彌陀佛南無阿

彌陀佛） 



阿彌陀經讚文    

釋迦調御大慈尊（阿彌陀佛）    救世先開淨土門（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欲說莊嚴極樂國（阿彌陀佛）    其時正在給孤園（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法輪將興多聽徒（阿彌陀佛）    無量諸天大眾俱（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第一聲聞舍利子（阿彌陀佛）    上乘菩薩是文殊（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初告真宗當爾時（阿彌陀佛）    西方過此十俱胝（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世界莊嚴名極樂（阿彌陀佛）    彌陀在彼不思議（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其國眾生苦已除（阿彌陀佛）    清閑勝妙樂無餘（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晝夜修行超八難（阿彌陀佛）    色相端嚴盡一如（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七重行樹七重欄（阿彌陀佛）    寶蓋垂空寶網[革*怠]（南無阿彌陀

佛南無阿彌陀佛）     

但是有緣皆得見（阿彌陀佛）    慇懃學者用心觀（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人至乘華坐寶林（阿彌陀佛）    天來奏樂曲幽深（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六度已能調六律（阿彌陀佛）    八正還將和八音（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寶池德水底砂新（阿彌陀佛）    蓮開光色似車輪（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菩薩端然華上坐（阿彌陀佛）    看時總是往生人（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彌陀淨土法王家（阿彌陀佛）    願力莊嚴發道芽（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碧玉樓中飛寶座（阿彌陀佛）    黃金地上雨天華（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收得天華衣[袖-由+戒]盛（阿彌陀佛）    六道如意覺身輕（南無阿彌

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供養他方諸佛已（阿彌陀佛）    還來本國飯經行（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眾鳥和音應六時（阿彌陀佛）    清音演法妙難思（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五力五根并七覺（阿彌陀佛）    甚深八聖入無為（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等同時聽法音（阿彌陀佛）    聞者皆生念佛心（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阿彌陀佛）     

化鳥本非三惡趣（阿彌陀佛）    彌陀宣暢法流深（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微風吹動寶林清（阿彌陀佛）    響颺如天奏樂聲（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一一更無宣別法（阿彌陀佛）    處處唯聞念佛名（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彌陀壽量實無邊（阿彌陀佛）    國中人民亦同然（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成道於今經十劫（阿彌陀佛）    光照恒沙法界國（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菩薩聲聞眾甚多（阿彌陀佛）    為求解脫見彌陀（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算數不能知限量（阿彌陀佛）    餘方諸佛亦來過（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傳聞淨剎甚清真（阿彌陀佛）    盡是阿鞞跋致人（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一生補處修三昧（阿彌陀佛）    證得金剛最後身（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善根福少理難生（阿彌陀佛）    七日專須念佛名（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若至臨終心不亂（阿彌陀佛）    彌陀決定自相迎（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十號彌陀酬昔因（阿彌陀佛）    六方諸佛證誠真（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舌相廣長無妄語（阿彌陀佛）    如來護念信心人（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世界無常難久留（阿彌陀佛）    唯須發願早懃求（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已生當生皆不退（阿彌陀佛）    豈限今修與未修（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諸佛同時讚釋迦（阿彌陀佛）    能於五濁救娑婆（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說此世間難信法（阿彌陀佛）    咸令覺悟令彌陀（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法藏敷陳義已圓（阿彌陀佛）    阿難從此渲真詮（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大眾俱欣皆頂戴（阿彌陀佛）    如來囑盡廣流傳（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新無量觀經讚                法照述    

釋迦住在靈鷲山（阿彌陀佛）        為化娑婆出世間（南無阿彌陀佛）     

菩薩聲聞無量眾（阿彌陀佛）        初欲聞經意未閑（南無阿彌陀佛）     

阿闍太子在王城（阿彌陀佛）        收執徒囚在獄刑（南無阿彌陀佛）     

韋提悲泣歸依佛（阿彌陀佛）        永願不聞諸苦名（南無阿彌陀佛）     

深心不樂閻浮界（阿彌陀佛）        實為多諸鬼畜生（南無阿彌陀佛）     

唯願慈尊為指授（阿彌陀佛）        他方淨土誓經行（南無阿彌陀佛）     

釋迦如來知彼念（阿彌陀佛）        須臾沒見至王宮（南無阿彌陀佛）     

乃放眉間金色照（阿彌陀佛）        韋提障盡睹真容（南無阿彌陀佛）     

諸餘淨剎雖無量（阿彌陀佛）        白佛唯生極樂中（南無阿彌陀佛）     

願見彌陀疾授記（阿彌陀佛）        剎那便具六神通（南無阿彌陀佛）     

世尊微笑生歡喜（阿彌陀佛）        口中常放五神光（南無阿彌陀佛）     

其光遂照頻婆頂（阿彌陀佛）        隨機證果亦何妨（南無阿彌陀佛）     

佛告韋提汝知不（阿彌陀佛）        彌陀去此亦非遙（南無阿彌陀佛）     

但當勤修三福行（阿彌陀佛）        臨終迎子上金橋（南無阿彌陀佛）     

亦為未來諸大眾（阿彌陀佛）        五濁凡夫至惡人（南無阿彌陀佛）     

但使迴心生彼國（阿彌陀佛）        能令淨業斷貪瞋（南無阿彌陀佛）     

於是韋提更有疑（阿彌陀佛）        如來今說汝應知（南無阿彌陀佛）     

據眾凡夫實未得（阿彌陀佛）        為承諸佛大慈悲（南無阿彌陀佛）     



既聞說已生歡喜（阿彌陀佛）        復為今時五苦人（南無阿彌陀佛）     

云何當見彌陀界（阿彌陀佛）        相好光明微妙身（南無阿彌陀佛）     

世尊為說初觀日（阿彌陀佛）        意令住想向西方（南無阿彌陀佛）     

智者必須依此觀（阿彌陀佛）        曠劫塵沙罪滅亡（南無阿彌陀佛）     

罪滅身心必清淨（阿彌陀佛）        次應想水易成冰（南無阿彌陀佛）     

須臾便見琉璃地（阿彌陀佛）        黃金界道以為繩（南無阿彌陀佛）     

寶池澄澄千仞深（阿彌陀佛）        月珠間錯是黃金（南無阿彌陀佛）     

華雨紛紛隨處下（阿彌陀佛）        能令道發真實心（南無阿彌陀佛）     

瓊林寶樹七重行（阿彌陀佛）        處處垂琳異色光（南無阿彌陀佛）     

光中無數摩尼殿（阿彌陀佛）        諸天童子散華香（南無阿彌陀佛）     

極樂城中七寶池（阿彌陀佛）        蓮開光色不思議（南無阿彌陀佛）     

華間總是摩尼水（阿彌陀佛）        唯歎娑婆去來者（南無阿彌陀佛）     

瓊樓寶閣紫金光（阿彌陀佛）        赫奕連輝照十方（南無阿彌陀佛）     

白玉池邊聞妙法（阿彌陀佛）        蓮光葉裏更飛香（南無阿彌陀佛）     

彌陀無數寶城樓（阿彌陀佛）        恒沙菩薩四邊遊（南無阿彌陀佛）     

各各持華供養佛（阿彌陀佛）        塵勞永斷更何憂（南無阿彌陀佛）     

碧玉樓中華坐開（阿彌陀佛）        黃金作葉寶為臺（南無阿彌陀佛）     

摩尼幢上真珠網（阿彌陀佛）        莊嚴至意為如來（南無阿彌陀佛）     

寶像琉璃內外明（阿彌陀佛）        六通如意覺身輕（南無阿彌陀佛）     

心須子細懃觀想（阿彌陀佛）        想成便即悟無生（南無阿彌陀佛）     

彌陀光色廣無邊（阿彌陀佛）        普照群生度有緣（南無阿彌陀佛）     

但有傾心能念佛（阿彌陀佛）        當來決定離人天（南無阿彌陀佛）     

觀音補處不思議（阿彌陀佛）        無邊世界現希有（南無阿彌陀佛）     

但令念者皆生樂（阿彌陀佛）        頂戴彌陀尊重時（南無阿彌陀佛）     

勢至菩薩甚難量（阿彌陀佛）        雄雄猛利廣無方（南無阿彌陀佛）     

頂上寶瓶光顯照（阿彌陀佛）        幽途永得離無常（南無阿彌陀佛）     

觀身自見往生時（阿彌陀佛）        蓮華寶座不經遲（南無阿彌陀佛）     

水鳥樹林皆說法（阿彌陀佛）        彌陀迎攝更無疑（南無阿彌陀佛）     

如來神變不思議（阿彌陀佛）        大小隨緣感赴機（南無阿彌陀佛）     

眾等傾心勤念佛（阿彌陀佛）        寶池華內證無為（南無阿彌陀佛）     

行業精誠須轉高（阿彌陀佛）        上品之人種姓高（南無阿彌陀佛）     

百法門中歡喜地（阿彌陀佛）        金剛妙定自堅牢（南無阿彌陀佛）     

念佛之人須至誠（阿彌陀佛）        彌陀決定自親迎（南無阿彌陀佛）     

到彼華開蒙授記（阿彌陀佛）        登時聞法悟無生（南無阿彌陀佛）     



十惡五逆至愚人（阿彌陀佛）        永劫沈輪在六塵（南無阿彌陀佛）     

一念稱得彌陀號（阿彌陀佛）        至彼還同法性身（南無阿彌陀佛）     

世尊說已向耆山（阿彌陀佛）        阿難聞教廣宣傳（南無阿彌陀佛）     

大眾傾心皆頂戴（阿彌陀佛）        還將此法利天人（南無阿彌陀佛）    

新阿彌陀經讚（十六偈）    

釋迦悲智廣無邊（阿彌陀佛）    先開淨教利人天（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菩薩聲聞無量眾（阿彌陀佛）    其時聽在給孤園（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初告聲聞舍利弗（阿彌陀佛）    吾今欲說汝應聽（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去此西方十萬億（阿彌陀佛）    彌陀寶國紫金形（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其國眾生極妙樂（阿彌陀佛）    永劫不聞諸苦名（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勸汝當勤稱彼佛（阿彌陀佛）    須臾即至寶蓮城（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瓊林寶樹七重欄（阿彌陀佛）    眾等當須審諦觀（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珠網層層千萬億（阿彌陀佛）    能令見者得心安（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彌陀淨剎不思議（阿彌陀佛）    處處渠流七寶池（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池中總是摩尼水（阿彌陀佛）    晝夜華開無盡時（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四岸琉璃碧玉成（阿彌陀佛）    香風拂體覺身輕（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寶閣樓臺千萬億（阿彌陀佛）    無邊菩薩盡經行（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心心稽首法王家（阿彌陀佛）    專想彌陀散道引（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碧玉樓中聞妙法（阿彌陀佛）    黃金地上散天華（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衣裓持華十萬億（阿彌陀佛）    聖眾塵沙受供同（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一念還歸極樂國（阿彌陀佛）    永絕胞胎證六通（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淨國彌陀寶鳥音（阿彌陀佛）    聞者皆生念佛心（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此鳥實非三惡趣（阿彌陀佛）    為令宣演法幽深（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香風動時寶林鳴（阿彌陀佛）    處處唯聞念佛聲（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聲中皆說無邊法（阿彌陀佛）    能令聽者證無生（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彌陀壽量豈能知（阿彌陀佛）    國中人眾亦如斯（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到彼皆同跋致位（阿彌陀佛）    永超生死證無為（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善根福少理難容（阿彌陀佛）    七日須成淨土功（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十念傾心於彼國（阿彌陀佛）    剎那便即坐蓮宮（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彌陀願力不思議（阿彌陀佛）    莊嚴淨國甚奇希（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六方諸佛同時讚（阿彌陀佛）    意令諸子斷狐疑（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人命無常如剎那（阿彌陀佛）    永劫沈淪惡趣多（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急急須專念彼佛（阿彌陀佛）    共汝相將出愛河（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諸佛同聲讚釋迦（阿彌陀佛）    能於苦海度人多（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一一總令專念佛（阿彌陀佛）    生生當得見彌陀（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如來說已阿難宣（阿彌陀佛）    普化群生被有緣（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眾生傾心須頂戴（阿彌陀佛）    弘斯淨教廣流傳（南無阿彌陀佛南

無阿彌陀佛）    

歎散華供養讚    

昔有仙人名善慧        一時買得五莖蓮     

持將供養定光佛        因華果號釋迦尊     

諸經皆說妙伽他        散華供養福田多     

但以一華散一佛        因華盡得見彌陀     

今時智者見經文        但說華為成佛因     

便即散華供養佛        仍將華度有緣人     

紛紛正見散華時        片片青蓮空裏飛     

一一爭前將手捧        人人收得裓盛歸     

空中片片雨天華        散著人人發道芽     

但使勤勤華供養        福田一一遍恒沙     

飛華颯颯遍虛空        翠葉翩翩滿界中     

漸瀝如鳥和雲下        繽紛送子入蓮宮     

蓮華鬱鬱甚寬平        華上群群菩薩行     

時時散華供養佛        往往宣揚五會聲     

般般聖眾裓盛華        人人歷供遍恒妙     

一一食時還本國        行行不離世界家     

時時天雨萬般華        處處皆能發道芽     

一一持將奉諸佛        朝朝恒在法王家     

百寶鮮華墜墜飛        空中讚嘆不思議     

若有眾生能獻者        當來決定證無為     

金剛臺上說真宗        西方菩薩盡皆同     

散華供養無休息        皆生華上具神通     

氛氛香氣轉綿綿        華去華來華更鮮     

清旦常持獻他國        食時還到世尊前    

歎西方淨土五會妙音讚    

第一會時除亂意        第二高聲遍有緣     

第三響颺能裏雅        第四和鳥真可憐     

第五震動天魔散        能令念者入深禪     



五會聲中十種利        為令學者用心堅     

妙音五會摩尼寶        能雨無邊聖法財     

智者必須依此學        臨終一念坐華臺     

寄語現前諸大眾        五會念佛利無窮     

今日道場同行者        相將定取坐華宮     

五會聖教是真宗        定捨娑婆出苦籠     

眾等發心迴願往        西方世界獲神通     

寶林森森是翠林        微風五會演清音     

華雨六時隨處下        見聞之者發真心     

眾等今時生信心        聽法彌陀五會者     

專求不忘稱名字        迎將極樂坐華林     

五會合響讚池城        樓臺鬱鬱映雲青     

琉璃七寶金繩果        家家唯聞念佛聲     

彌陀五會是舟船        永劫常於苦海傳     

但使聞聲皆解脫        定超生死離人天    

極樂五會讚 

觀經妙讚定中成        寶偈分明化有情     

五會閻浮流布廣        相期極樂悟無生     

彌陀寶讚實堪傳        恒為眾生作法船     

五會佛聲聞解脫        一時盡得坐金蓮     

西方五會遍娑婆        意在眾生念佛多     

寶國華開千萬億        聞名去者機恒沙     

千般伎樂遠金臺        百寶蓮華出水開     

五會聲聲須急念        臨終一一盡來迎     

無邊化佛紫金身        守護流傳五會人     

念念彌陀心不退        翩翩寶蓮坐自相    

歎五會妙音讚 

彌陀五會響雄雄        智者傳來五濁中     

五苦聞聲皆得樂        乘斯五會入蓮宮     

智者慈悲傳五會        意在將傳滅五燒     

五燒既因五會滅        皆承五會出塵勞     



雄雄五會響清音        隱隱雷聲寫妙音     

聖眾相將同讚歎        但是人聞皆發心     

西方微妙五音聲        將來五濁救眾生     

五趣聞名皆解脫        五會引到寶蓮城     

零零五會出衡山        隱隱如今遍五天     

五眾咸言皆利樂        末法仍留五百年     

彌陀五會貫人心        哀婉慈聲屈曲深     

無量壽經如此說        寶水長留演妙音     

五會響颺出雲霞        清音寥亮遍恒沙     

朝朝暮暮常能念        世世生生在佛家     

香風颯起觸人身        唯將五會斷貪瞋     

五音兼能淨五蘊        聞名五劫離囂塵     

西方鼓樂及絃歌        琴瑟簫笛雜相和     

一一唯宣五會法        聲聲皆說六波羅    

極樂莊嚴讚 

彌陀願行廣無邊        悲濟群生普盡憐     

總欲化令歸本國        眾生罪業共無緣     

觀音菩薩大慈悲        能於苦海現希有     

紫金身相三十二        頂戴彌陀尊重時     

勢至菩薩甚難思        紫金身相等無虧     

頂上寶瓶光顯照        普收念佛往生機     

自慶往昔宿緣深        得遇彌陀淨教音     

執持名號無休息        報盡臨終紫金身     

我常自嘆苦精勤        希聞無上法清真     

須共無明賊鬥戰        誓當破滅取金真     

一念凝神往寶城        六通起意覺身輕     

足踏千葉蓮華上        明月摩尼樹下行     

彌陀淨剎甚精微        彼處娑婆人豈知     

曠劫沈淪於苦海        何年得遇往生時     

極樂寶國無衰變        碧玉樓臺天自然     

摩尼明月琉璃水        光明池臺真可憐     

極樂寶界甚希有        實為多生來不知     

今日喜遇彌陀尊        頓捨娑婆五濁時     



彌陀寶界不思議        唯歎娑婆去者希     

阿鼻地獄人多往        一墮何年更出時     

歸去來歸去來        閻浮五濁是塵埃     

不如西方快樂處        到彼華臺隨意開    

一切恭敬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法藏因彌遠        極樂果還深        異珍參作地     

眾寶間為林        華開希有色        波揚實相音     

何當蒙授手        一遂往生心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濁世難還入        淨土願逾深        金繩直界道     

珠網縵垂林        見色皆真色        聞音悉法音     

莫為西方遠        唯須十念心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夜間嚴淨國        垂起至誠因        觀日心初定     

想水念逾真        林宣上品法        蓮合下生人     

既言同志友        從餘洗客塵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放言周遠剎        分化滿遙空        華臺三品異     

人天一類同        尋樹流香水        吹樂起清風     

在茲心若淨        誰見有西東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迴向漸為功        西方路稍通        寶幢承厚地     

天香入遠風        開華住浮水        覆網細分空     

願生何意切        正為樂無窮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十劫道先成        嚴界引群萌        金沙徹水照     

玉葉滿枝明        鳥本珠中出        人唯華上生     

敢請西方聖        早晚定相迎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欲選當生處        西方最可歸        間樹開重閣     

滿道布鮮衣        香飯隨心至        寶殿逐身飛     

有緣皆得往        只自去人稀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淨國無衰變        一立古今然        光臺千寶合     

音樂八風宣        池多說法鳥        空滿散華天     

得生不畏退        隨意既開蓮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已成窮理聖        真有遍空威        在西時現小     

小則暫隨機        葉珠相映飾        沙水共澄輝     

欲得無生果        彼土必須依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臺裏天人現        光中侍者看        懸空四寶閣     

臨迴七重欄        疑多邊地久        德少上生難     

且莫論餘願        西望心已安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淨國本無憂        無數化城樓        四面懸鈴匝     

六度散華周        樹合香氣動        水帶法聲流     

未曾聞苦事        誰復辨春秋        （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    

藏鉤樂藏鉤樂。藏鉤本意解人愁得往。藏鉤樂得往藏鉤樂    

阿難迦葉共平章        文殊菩薩對商量     

    聲聞緣覺兩行坐        如來與汝作用頭     



    金剛無礙取為籌        無價寶珠將作鉤     

    持戒將為打鉤杖        得見佛性即捻籌     

    藏鉤心意莫遊戲        只恐六賊競來偷     

    強者直取波羅蜜        弱者勤修重更修     

    黃昏一座至三更        貪籌不定共於事     

    弱者都緣心未志        強家不動證無生     

    世尊喚出阿難來        高舉光明臘燭臺     

    為言佛性等閑得        臨臨入手被他將     

    大眾努力覺無上        無價寶珠心裏行     

    念念佛身如急箭        如來平等度眾生    

父母恩重讚文 

累劫有因緣        今來託母胎        月餘生五胞     

七七六情開        漸重如山岳        動起怕身災     

羅衣都不掛        秦鏡染塵埃        懷胎向十月     

產難欲將臨        朝朝如重病        日日自暢吟     

惶怖難為計        愁恨滿胸衿        含渧喚親眷     

惟恐死來侵        月滿將臨逼        生時實是難     

五內如力割        鄰里競來看        生在於草上     

傍人道是兒        母聞歡喜喚        忘卻痛纏身     

母身在濕處        將兒迴就乾        血乳充飢渴     

羅衣障風寒        吐甘無吝惜        咽苦不嚬眉     

但令子得飽        慈母不辭飢        紀年漸漸大     

出即母心隨        一朝男女病        恨不母身當     

愛別情難忍        生離實苦腸        兒行百里內     

慈母一千強        男大差征伐        女長事他內     

時逢冬歲節        慈母唳霑衿        每日思男女     

逢日即問頻        若得好消息        修粲造福田     

父母雖年老        恩怜無斷時        身年一百歲     

長愁八十兒        故知恩愛重        今五識分離     

黃泉由不捨        作鬼亦憂之        凡為男女者     

供懃當莫移        祖住由上說        起得不作行     

努力須行孝        孝行立身名        皇天將左助     

諸佛亦讚之        心行於五逆        皇天不祐之     



勸修三福業        淨土目前明        普告諸人者     

同行不同心        得生極樂國        華間聽法音    

新華臺讚文    

可怜生可怜生。菩薩子遊戲在西方。宛轉華臺裏。宛轉華臺裏    

西方實妙樂        天衣飯自然        池中化生子     

遊戲撥紅蓮        紅蓮在寶池        光色不思議     

樹林常說法        音樂每相隨        相迎上寶殿     

相喚下金橋        遊戲諸樓閣        到處法門開     

七寶為宮殿        琉璃馬腦臺        專心能念佛     

總得上華來        白玉池邊過        蓮華葉裏香     

更聞念五會        讚歎說西方        極樂誰家子     

蓮華葉裏生        為由念佛故        從此得來生     

蓮華一叢赤        復有一聚青        裏有化生子     

言語甚分明        飛閣重重起        聖眾弟相遇     

池上寶蓮華        新賢聖者多    

往生心往生心。漸向法流。深沐浴如來功德海。欣遊淨土。樂四天

王夜魔天。天宮近與人相連。共遊天上喚不得。定知。華裏入三禪。菩

提心菩提心。菩薩眾如林。國土動搖迎世至。寶彌覆。觀見白蓮華赤蓮

華。生在法王家。飯食經行依寶處。池中寶岸底金砂。紅蓮華青蓮華。

千葉蓮華臺上生。攝授彌陀佛。攝授彌陀佛    

述觀經九品往生讚文    

上品上生行願強        無邊化佛自迎將     

寶殿金臺登初地        衣[袖-由+戒]盛華遍十方     

上品中生義入微        臨終聖眾喚西歸     

五色雲中千佛引        紫金臺座八音隨     

上品下生慧性明        端心迴心學無上     

五百如來齊授手        恒沙菩薩捧華迎     

中品上生齋戒功        即得三明及六通     

紅蓮紫蓮空引攝        天樂迎魂入佛宮     

中品中生熏戒香        心清自睹王毫光     



一超便入無為會        七日華開見法王     

中品下生慈孝深        善友令生厭離心     

乘蓮託陰摩尼水        華裏唯開解脫音     

下品上生善種稀        能知三寶是歸依     

化佛來迎光滿室        華臺更伴彩雲飛     

下品中生黑業迷        因稱佛號免泥梨     

六劫華開方見佛        一生補處果還齊     

下品下生不善多        唯將十念棄娑婆     

雖住華間十二劫        見佛心開一剎那    

勸修行偈云 

勸君修道莫生瞋        法中無我亦無人     

欲識西方求淨土        會是塵中不染塵     

依之修行盡得往生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末（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