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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宅安座法會》 簡要說明 

一、「佛前供養香花果」，建議移到法會前的前置作業，主法法師宜也參與；主

法法師位於佛前正中央，祈請者位於佛桌旁一側、約與主法法師同一水平

線的位置。如此，法會前置作業包含：佛前供養香花果，祈請者稟佛、勸

請祖先。 

二、開啟法會 

(一) 法會一開始，宜先禮請主法法師。由於主法此時已位於佛前，故以鐘

鼓表示禮請。 

(二) 增加〈爐香讚〉。這是所有法會應有的「以香為信恭請佛菩薩」的儀

節。又由於此非《佛前大供》之屬的供佛儀軌，因此末句是「南無雲

來集菩薩摩訶薩」。 

(三) 增加「主法稟佛啟法」，形式略同於《彌陀法會、悲增法會》的文

句。由於娑婆世界的教主為本師 釋迦牟尼佛，因此自宅安座法會的

稟佛對象均為 釋迦世尊。 

三、「灑淨」改為「灑甘露水」 

(一) 建議由主法口宣〈白水文〉(菩薩柳頭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腥羶垢穢盡

蠲除，令此道場悉清淨) 取代唱誦〈楊枝淨水讚〉。 

(二) 舊版的白話「白水文」(夫此水者，八功德水自天真 ⋯⋯ 恭求大悲水，廣利群

生) 則接在〈白水文〉之後，可作為白話補充。 

(三) 刪除「南無般若會上佛菩薩 (三稱)」、「南無甘露王菩薩摩訶薩 (三

稱)」： 

1. 考量安座法會較不涉及法義，故建議不稱頌「南無般若會上佛菩

薩」。 

2. 以「甘露菩薩」為關鍵字查 CBeta，出現《大寶積經》1、《佛說

超日明三昧經》2
 等經。再查「甘露王菩薩」，經部無，施食儀軌

 

1
《大寶積經》卷 90：「甘露菩薩曰：『我能堪任令諸眾生超度生死。』」(CBETA 2020.Q4, T11, 

no. 310, p. 515a23-24)  
2
《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卷 2：「我等如是，詣斯大會瞻戴慈澤，聽受甘露菩薩景則，猶入大海

得茲寶珠，當以宣布顯示同志為菩薩行」(CBETA 2020.Q4, T15, no. 638, pp. 546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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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例如唐朝不空法師《瑜伽集要燄口施食儀》3、明朝蓮池法

師《瑜伽集要施食儀軌》4，然前者乃是密續儀軌，後者則是相當

程度受到密續籠罩所成。 

由於「灑甘露水」已有〈白水文〉，且諸佛本就有威神力變現淨

水，因此實無需要必須稱頌「甘露菩薩摩訶薩」才能產生甘露

水，故建議刪除。 

四、安座 

(一) 供燈、十供養之後，立即接「主尊讚」。如此一氣呵成，供養之後直

接禮讚主尊佛菩薩。 

(二) 舊版「瞻仰聖像」是在「十供養」之後，新版建議移到「主法啟曰」

之前。即瞻仰之後，主法接著開示 (雖然供奉木尊形相，但是對佛像行供養

的功德等同於供養應身佛，云云)，如是應較合乎道理。 

(三) 「主尊讚」之後，舊版是接「南無安位王菩薩摩訶薩」，但以關鍵字

「安位王菩薩」查 CBeta，未出現任何經論。 

復以「安位菩薩」為關鍵字查閱，僅出現在《佛說佛名經》5、《大通

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6；從經文脈絡，可知是特定菩薩的名

號，但與安座法會想要稱頌的「安位菩薩」應是沒有直接相關。 

但若是考量到攝受會內法眾、以及隨順行之有年的儀軌，則維持原來

的「南無安位王菩薩摩訶薩」應是亦可。 

五、發願：建議順序改為先〈正覺總持咒〉，再接〈正覺發願文〉。由於第八識

如來藏是三乘菩提的總綱，故放在前，之後再接諸菩薩行菩薩道的發願

文，如此應較合理。 

 

547a1)  
3
《瑜伽集要燄口施食儀》：「甘露王菩薩摩訶薩」(CBETA 2020.Q4, J19, no. B047, p. 201c23) 

4
《瑜伽集要施食儀軌》：「甘露王菩薩摩訶薩」(CBETA 2020.Q4, X59, no. 1080, p. 254c3 // 

R104, p. 796b3 // Z 2:9, p. 398d3) 
5
《佛說佛名經》卷 23：「南無安位菩薩」(CBETA 2020.Q4, T14, no. 441, p. 278c7) 

6
《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卷 1：「南無安位菩薩」(CBETA 2020.Q4, T85, no. 2871, p. 

1344b7-8) (cf. T14n0441_p0278c07; 《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漢藏會校精勘版。

中國佛教網印經出版事業部印行，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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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版之實施例 (謹供參考) 

(一) 法會前的家屬作業 

1. 佛前供養香花果 (主法亦參與) 

2. 祈請者稟佛 (主法在佛前，祈請者與主法同一水平線、但在佛桌旁一側) 

3. 祈請者向祖先上香＋勸請祖先 

(二) 開啟法會 

1. 禮請主法菩薩法師 (以鐘鼓迎請) 

2. 〈爐香讚〉 

爐香乍爇，法界蒙熏，諸佛海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南無雲來集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3. 主法稟佛啟法： 

「仰祈本師 釋迦牟尼佛垂憫慈降，蒞臨法會。佛弟子 OOO 懇祈 

世尊慈悲允可啟法，奉請 OOO 佛 ( OOO 菩薩) 降臨安座勝會座，

弟子至心祈願佛..菩薩，攝受，欲於家中安奉懇祈慈悲攝受眾弟子佛

教正覺同修會法眾及家屬眾一心懇請！」 

4. 灑甘露水 

維那起腔：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三稱) 

主法云：「菩薩柳頭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腥羶垢穢盡蠲除，

令此道場悉清淨。」 

又云：「夫此水者，八功德水自天真，先洗眾生業垢塵，遍入毗盧

華藏界，箇中無處不超淪；水不洗水，妙契法身；塵不染塵，始

是真如。蠲除器界，蘯滌會場壇場；灑洒枯木而逢春，潔穢邦成

淨土，敬謹恭求大悲咒水，廣利群生。」 

(誦〈大悲咒〉時，主法遍灑大悲水) 

〈大悲咒〉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 跋陀耶 娑婆訶 

(三) 安座 

1. 供燈 

2. 十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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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尊讚 

〈世尊讚〉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南無娑婆世界 三界導師 四生慈父 人天教主 三類化身 本師釋迦牟

尼佛 

〈彌陀讚〉阿彌陀佛身金色 相好光明無等倫 白毫宛轉五須彌 紺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數億 化菩薩眾亦無邊 四十八願度眾生 九品咸令登彼岸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藥師讚〉藥師如來琉璃光 誓願宏深世莫量 顯令生善集福慶 密使滅惡消禍秧

拔苦必期二死盡 與樂直教萬德彰 法界聖凡同歸命 蒙恩速得證真常

南無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 

〈文殊菩薩讚〉文殊菩薩德難量 久成龍種上法王 因憐眾生迷自性 特輔釋迦

振玄綱 為七佛師體莫測 作菩薩母用無方 常住寂光應眾感 萬

川一月影咸彰 南無清涼山金色世界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妙

吉祥菩薩 

〈觀音讚〉觀音菩薩妙難酬 清淨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遍塵刹 百千萬劫化閻浮 

瓶中甘露常時灑 手內楊柳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現 苦海常作度人舟 

南無普陀山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讚〉地藏菩薩妙難倫 化現金容處處分 三塗六道聞妙法 四生十類

蒙慈恩 明珠照徹天堂路 金錫振開地獄門 累劫親姻蒙接引 九

蓮臺畔禮慈尊 南無九華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薩 南無

地藏王菩薩 

〈普賢菩薩讚〉菩薩慈悲不可陳 聖凡悉使證圓因 一心不住超諸位 十願導歸

繼能仁 三乘咸令契果覺 群萌速得脫凡塵 恪遵大士清明誨 決

定即生達本真 南無峨眉山銀色世界大行普賢王菩薩 南無普賢

王菩薩 

〈彌勒菩薩讚〉慈無能勝補處尊 常居兜率演圓因 現身塵剎有誰識 融心法界

許彼親 袋中寶藏全傾出 笑顏等付者箇人 願偕諸尊同垂引 三

乘億眾皆同沐恩 南無兜率內院萬德周圓 位居補處當來下生彌

勒尊佛 南無當來下生彌勒佛 

〈勢至菩薩讚〉勢至菩薩德無疆 輔弼彌陀作慈航 救苦直同觀自在 導西不異

普賢王 修因遍用根塵識 證果俱獲圓通常 攝念佛人歸淨土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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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永劫莫能忘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無邊光熾身大勢至菩薩 南無

大勢至菩薩  

〈聖玄奘菩薩讚〉九死一生志益堅 萬里鵬程繼絕學 立言斬謝標勝義 降伏二

乘震五印 開演唯識阿賴耶 闡明真諦如來藏 明心見性覲彌

勒 護持正法再萬年 南無玄奘菩薩摩訶薩 

〈韋陀菩薩讚〉韋陀天將菩薩化身 擁護佛法誓弘深 寶杵鎮魔軍 功德難倫 祈

禱副群心 南無普眼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伽藍讚〉伽藍主者合寺威靈 欽承佛敕共輸誠 擁護法王城為翰 為屏梵刹永安

寧 南無護法藏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南無安位王菩薩摩訶薩 (三稱)  

4. 《心經》 

5. 瞻仰聖像 

6. 主法啟曰： 

「佛真法身常住，圓滿湛然；既非形像，何須凡夫而為安座？然為

廣度有情、請佛住世，故集清眾，共為聖像啟建安座，隨喜慶讚；

如一切佛安住兜率陀天，亦如佛在摩耶夫人胎藏，願佛慈悲，住此

亦然。弟子等為發菩提心，懇祈佛恒住，受此香、花、燈、果、飲

食等供養，恭請 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

化身釋迦牟尼佛，( 奉請 OOO 佛、或 OOO 菩薩) 安住此蓮華寶

座，常住此道場，常教化弟子等諸種解脫三昧法門，常開示弟子等

修學大菩提，常加持弟子等行於菩薩大道。」(依舊版文字，未調整) 

(四) 發願 

1. 〈正覺總持咒〉 

2. 〈正覺發願文〉 

3. 主法迴向文： 

「弟子眾等上來所作安座供養佛事，誠恐難免禮儀疏漏難免，惟願

然弟子等懇切祈願 世尊、諸佛菩薩慈悲加持，於百千劫護祐弟子等

人及子孫眷屬、一切三寶弟子及子孫眷屬、及此道場護法菩薩、有

緣眾生，普獲吉祥，修道順利，究竟解脫，早得圓證大菩提果。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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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眾等人今以安立聖像、供養、禮讚、瞻仰、禮拜乃至隨喜等殊

勝功德，迴向 OOO 菩薩全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長、早證菩提！

將來得以究竟解脫圓滿得究竟大菩提果，成就智慧圓通；能禮見面

見十方諸佛，頂禮、瞻仰、供養、聞法、讚歎；廣能度十方有緣眾

生發菩提心，常隨佛學、行，修菩薩道行，究竟乃至成佛。」 

(五) 三自歸 迴向偈 

1. 〈三自歸〉 

自歸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2. 迴向 

安座功德殊勝行 ⋯⋯ 摩訶般若波羅蜜 

(六) 主法祝願及法會圓滿 

 

…………………………………………………………………… 

【附錄】舊版《自宅安座法會》儀軌 

 

一、法會緣起者祈請 

(一) 祈請者就位 

(二) 祈請者上香 

(三) 祈請者稟佛 

(四) 祈請者向祖先上香 

(五) 祈請者勸請祖先 

二、恭請主法法師就位 

三、佛前供養香花果 

四、灑甘露水 

〈楊枝淨水讚〉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三稱) 

主法唸白水文：「夫此水者，八功德水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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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咒〉 

南無般若會上佛菩薩 (三稱)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南無甘露王菩薩摩訶薩 (三稱) 

五、佛前供燈、十供養 

(一) 供燈 

(二) 十供養 

(三) 瞻仰聖像 

(四) 主法啟曰 

六、佛菩薩讚 

〈世尊讚〉 

〈彌陀讚〉 

〈藥師讚〉 

〈文殊菩薩讚〉 

〈觀音讚〉 

〈地藏菩薩讚〉 

〈普賢菩薩讚〉 

〈彌勒菩薩讚〉 

〈勢至菩薩讚〉 

〈聖玄奘菩薩讚〉 

〈韋陀菩薩讚〉 

〈伽藍讚〉 

南無安位王菩薩摩訶薩 (三稱) 

七、發願 

〈正覺發願文〉 

〈正覺總持咒〉 

主法迴向文 

八、三自歸及迴向 

九、主法祝願 

十、法會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