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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经】

……………………

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愿我无精神的痛苦，愿我

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我的导师、亲戚和朋友，我的同

修，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

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庙的所有修禅者，无敌意、无危险，无

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庙的比丘、沙弥，男教徒、女教徒，无

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资具的布施主，无敌意、无危险，无精

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在这寺庙的，在这住所的，在

这范围的，愿所有的护法神，无敌意、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

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

有雌性的，所有雄性的，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无敌

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



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

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

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在东方的，在西方的，在北方的，在南方的，在东

南方的，在西北方的，在东北方的，在西南方的，

在下方的，在上方的，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

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

有身躯的众生，所有雌性的，所有雄性的，所有圣

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

中的众生，愿他们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

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

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

众生，所有在陆地上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

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

众生，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

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

众生，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

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



【三宝歌】

……………………

太虚法师词  弘一法师曲

人天长夜，宇宙黮暗，谁启以光明？

三界火宅，众苦煎迫，谁济以安宁？

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耶！

昭朗万有，衽席群生，功德莫能名。

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

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二谛总持，三学增上，恢恢法界身。

净德既圆，染患斯寂，荡荡涅槃城。

众缘性空唯识现，南无达摩耶！

理无不彰，蔽无不解，焕乎其大明！

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

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遗芳型。

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续佛灯明，

三乘圣贤何济济，南无僧伽耶！

统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

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

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处世梵】

……………………

处世界，如虚空。如莲花，不着水。心清净，超

于彼。稽首礼，无上尊。南无布达耶，南无达玛耶，

南无僧伽耶，至心归命礼！

【追  随】

……………………

词曲 |慈妙  编曲 |薛阳

我见过您吗，您笑而不答，阳光洒遍了心田开花。

一定是您呀，终于找到啊，清风吹过了天地无涯。

轮回里我多少次地迷惑，却又多少次蓦然回首，

您却总在我的身后，不论何时从未远走。

总是忍不住像个孩子，傻傻笑着却泛起泪花，

心中堡垒卸下了防备，浓浓的欢喜久久回味。

啊，轮回里我苦苦挣扎，驰骋生死无法自拔，

是您无限的慈悲和智慧，带我挣脱重重锁枷。

啊，热泪流下我的脸颊，迷路孩子今天找到了家，

菩提路上追随您的步伐，同赏幸福彼岸的花。

是您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只愿追随着您的脚步，生生世世不再久违。



【如来使】

……………………

词曲 |慈妙

是谁，穿越千年的迷雾，乘着宏愿而来；

是谁，点燃不灭的明灯，指引那曾隐没的归途。

红尘喧嚣处，法音演畅无尽；

世事纷扰中，心灯相续不绝。

菩提树下播撒智慧心语，莲花开处世界遍净土。

【感恩歌】

……………………

感恩菩提书院，唤起我来觉醒；感恩每一次共修，

它带给我成长；感恩每一位同修，包容我的所有；

感恩十八字真言，让我真正受益。

感恩啊感恩，感恩的心儿多么虔诚；感恩啊感恩，

感恩的歌儿用心吟唱。

感恩住持三宝，给予了我新生；感恩尊敬的导师，

创建三级修学；感恩三级修学模式，使我快速觉

醒；感恩每一位辅导员，共同走在菩提道上。

感恩啊感恩，感恩的心儿多么虔诚；感恩啊感恩，

感恩的歌儿用心吟唱。



【同愿同行】

……………………

词 |净妙  曲 | 智肖

尼连河畔古道深，菩提树下有释尊。

无上甚深微妙法，悲智双运千载恩。

菩提家园法情深，三级修学模式新。

八步三禅学妙法，弘扬大乘菩提心。

精进修学不放逸，做事修行常自新。

灯传灯续共浴佛恩，薪火相传同愿同行。

同登彼岸同祈愿，无我利他济群生。

誓愿学做如来使，行愿无尽同愿同行。

虚空无尽心灯无尽，随愿所成同愿同行。

【红莲花】

……………………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走在觉醒的路上，

漂泊轮回的生涯，我的心随风飘荡。

无明迷茫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

直到与您再相遇，才开启觉醒之路。

这无我利他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红莲花……



【心灯点亮】

……………………

词曲 |净妙

我们手牵着手肩并肩，喜乐共进法情长。

传递世界最美的笑容，让爱点燃颗颗心。

相信生命觉醒的力量，拨开迷雾现彩霞。

同登彼岸路和衷共济，悲智愿行励精勤。

心灯点亮追逐梦想，冲破那层层的阻挡。

心灯点亮放出光芒，大爱无疆生命坚强。

心灯点亮助飞梦想，宏愿是成就的力量。

心灯点亮放出光芒，菩提花开天地芬芳。

【众里寻你】

……………………

词 |净妙  曲 | 智肖

超越自己不放弃，同心协力心凝聚。传承法脉灯

相续，弘扬正法志不移。从暗到明崎岖蕴藏了风

景，彼岸之路荆棘坚定了前行。

许一个不会落空的愿，师兄啊师兄，我们众里寻

你，不离不弃，信守诺言。

爱是唯一的指引，师兄啊师兄，我们众里寻你，

共悦真谛，信守相连，众里寻你。

用慈悲与智慧将生命延续，我们众里寻你。



【回家的路】

……………………

词 |净妙  曲 | 观伟

回家的路，咫尺天涯，深陷火宅，满眼泪花。

回家的路，千回百转，慈悲法语，迷途指南。

回家的路，寂静超然，拨开沉雾等待游子的归途。

回家的路，说长也短，

我们沿着三级修学一起回到觉醒的家园。

南无布达耶，南无达玛耶，南无僧伽耶。

一种法喜涌上了心田，一种感动常驻在心间，

一份誓言力量心满满，一份责任你我共承担。

回家的路 ......

【奇  迹】

……………………

词 |慧娅

在这末法时期应运而生三级修学，于是踏上觉醒

的旅程。告别无明混乱和无序的修学，生命自性

菩提显现。路途中次第清晰，路途中内容完整，

路途中操作性强，路途中三根普被。宁愿舍弃今

生无我奉献，自觉觉他的誓愿不会改变，用尽未

来际的生命去实践，无所不在的菩提书院。



【莲花的微笑】

……………………

词 |哈尔滨佛子  曲 | 智肖

一粒种子前世谁种下你，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慈怀

众生。你要走出迷惑，我要走向觉醒，彼此真诚

相伴，传承三级修学。

无我利他悲智和敬菩提共进，每一次你竖起了为

众生祈福的宝幡。无处不在的菩萨，在每一粒微

尘中，洒满了无限慈悲，洒满了圆满智慧。

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暇满人身，

有了无尽的爱在支撑。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

萨的微笑。一粒种子，前世谁种下你 ......

念恩生敬

……………………

曲 |宝鸡佛子

于久远驰骋生死中寻求我者，

于长夜痴暗睡眠中醒觉我者，

于陷溺有海拔济我者，

于三界牢狱解放我者，

我入恶道，示以善道，我有疾病，为作良医，

我为贪等猛火所烧，为作云雨而息灭之。



带心回家

……………………

词曲 |慈妙  编曲 |薛阳

你可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家乡，你可知道未来我们

将要去何方，不为浮世逐繁华，不为挂碍而挣扎。

心儿的家乡就在菩提处安放，不为浮世逐繁华，

不为挂碍而挣扎，心儿的家乡就在菩提处安放。

你可知道我们都曾在轮回流浪，你可知道明了因

果才会有希望，擦去心中的尘埃，打开智慧那扇

窗，点亮了心灯，菩提就在不远方。

擦去心中的尘埃，打开智慧那扇窗，点亮了心灯，

菩提就在不远方。不再迷惘，不再受伤，回到菩

提家，才知道方向。

【因   缘】

……………………

词曲 |慈妙  编曲 |薛阳

花开花落自有期，月缺月圆自有时，人间多少悲

与欢，皆由因缘聚和散。何必怜花落，何苦盼月

圆，我自笑眼看，转眼已百年。



【佛陀啊，我们回家啦】

……………………

词 |慧慈  曲 | 慈妙

不来不去，如来如去，

时空迁转，您法音常驻。

不来不去，如来如去，

时空迁转，您从未离去。

把心贴近您的怀抱，

慈悲的力量如虚空环绕。

追随您智慧的足印，

觉醒的莲花次第在开放。

佛陀啊，佛陀啊，我们终于回家啦！

佛陀啊，佛陀啊，您的孩子回家啦！

您的孩子回家啦……

【菩提花开】

……………………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

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

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

菩提花开，这是觉醒的世界。



每次共修，唤醒我对众生的爱。

自觉觉他，是我对三宝的告白。

悲愿无尽，一直与我们同在。

菩提花开，这是觉醒的世界。

生命如水，有时平静也有时澎湃。

穿越轮回，清净欢喜无处不在。

其实觉醒，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世界菩提花开……

【炉香赞】

……………………

炉香乍爇，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