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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

大廣智不空奉 詔譯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伽陀國無垢園中寶光明池。

亦是如胡麻子。百千俱胝如來全身舍利之聚。乃至

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無量百千。前後圍遶。爾時

相亦在其中。由是妙事是塔所在之處。有大神驗殊

與大菩薩及大聲聞天龍藥叉犍闥婆訶蘇羅迦樓羅緊
衆中有一大婆羅門名無垢妙光多聞聰慧人所樂見。
常行十善歸信三寶。善心殷重智慧微細。常恒欲令
一切衆生。圓滿善利大富豐饒。時婆羅門無垢妙光
從座而起。往詣佛所遶佛七币。以衆香華奉獻世

尊。無價妙衣瓔珞珠鬘持覆佛上。頂禮雙足却住一
面作是請言。唯願世尊與諸大衆。明日晨朝至我宅
中受我供養。爾時世尊默然許之。時婆羅門知佛受
請。遽還所住。卽於夜間廣辨餚饍百味飲食。灑掃
殿宇張施幡蓋至明旦己與諸眷屬。持衆香華及諸妓
樂。至如來所白言時至。願垂降臨。爾時世尊軟

語。安慰彼婆羅門無垢妙光。遍告大衆宣言。汝等
皆應往彼婆羅門家攝受供養。爲欲令彼獲大利故。
於時世尊卽從座起。纔起座已。從佛身出種種光

明。間錯妙色照觸十方。悉皆警覺然後趣道。時婆
羅門以恭敬心持妙香華。與諸眷屬及天龍八部釋梵
四王。先行治道奉引如來。爾時世尊前路不遠。中
至一園名曰豐財。於彼園中有古朽塔摧壞崩倒荊

掩庭蔓草封戶。瓦礫埋隱狀若土堆。爾時世尊逕往
塔所。于時塔上放大光明照耀熾盛。於土聚中出聲
讃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今日所行極善境界。又
婆羅門汝於今日獲大善利。爾時世尊禮彼朽塔右繞
三迊。脫身上衣用覆其上。泫然垂淚涕血交流。泣
已微笑。當爾之時十方諸佛。皆同觀視亦皆流淚。
各所放光來照是塔。于時大衆驚愕變色互欲決疑。
爾時金剛手菩薩等亦皆流淚。威焰熾盛執杵旋轉。
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此何因緣現是光相。何如來眼
流淚如是。亦彼十方諸佛大瑞光相現前。唯願如來
於此大衆解釋我疑。時薄伽梵告金剛手。此大全身
舍利積聚如來寶塔。一切如來無量俱胝心陀羅尼密
印法要今在其中。金剛手有此法要在是中故。塔卽
變爲重疊無隙如胡麻子。俱胝百千如來之身。當知

八萬四千法蘊亦在其中。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頂
勝威德。能滿一切世間吉慶。爾時大衆聞佛是說。
遠塵離垢斷諸煩惱得法眼淨。時衆機異利益亦別須
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及菩薩
道阿鞞跋致薩波若智。於如是事各得其一。或有證
得初地二地乃至十地。或有滿足六波羅蜜。其婆羅
門遠塵離垢得五神通。時金剛手見此奇特希有之

事。白言世尊妙哉奇異。但聞此事尚獲如是殊勝功
德況聞深理至心起信得幾功德。佛言諦聽汝金剛

手。後世若有信男信女及復我等四部弟子。發心書
寫此一經典。卽准書寫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所說
一切經典。卽過於彼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之前久
植善根。卽亦彼諸一切如來。加持護念猶如愛眼。
亦如慈母愛護幼子。若人讀誦此一卷經。卽爲讀誦
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所說經典。由如是故。

九十九百千萬俱胝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側塞無隙猶
如胡麻重疊赴來。晝夜現身加持其人。如是一切諸
佛如來無數恒沙。前聚未去後群重來須臾推遷迴轉
更赴。譬如細沙在水旋急。不得停滯迴去復來。若
有人以香華塗香華鬘衣服微妙嚴具供養此經。卽成
於彼十方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之前。以天香華衣
服嚴具七寶所成。積如須彌盡以供養。種植善根亦
復如是。爾時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聞是說已。各懷希
奇互相謂言。奇哉威德是朽土聚。如來神力所加持
故有是神變。金剛手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是
七寶塔現爲土聚。佛告金剛手。此非土聚乃是殊妙
大寶塔耳。由諸衆生業果劣故隱蔽不現。由塔隱故
如來全身非可毀壞。豈有如來金剛藏身而可壞哉。
我若滅度後世末法逼迫之時。若有衆生習行非法應
墮地獄。不信三寶不植善根。爲是因緣佛法當隱。
然猶是塔堅固不滅。一切如來神力所持。無智衆生
惑障覆蔽。徒朽珍寶不知採用。以是事故我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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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彼諸如來亦皆流淚。復次佛告金剛手言。若有

金剛手言。唯願如來哀愍我等。說是陀羅尼。佛言

窣都婆。亦爲一切如來陀羅尼心祕密加持窣都婆。

諸佛全身舍利。皆在寶篋印陀羅尼。是諸如來所有

衆生書寫此經置塔中者。是塔卽爲一切如來金剛藏
卽爲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窣都婆。亦爲一切如來
佛頂佛眼窣都婆。卽爲一切如來神力所護。若佛像

諦聽思念莫忘。現在未來一切如來分身光儀。過去
三身亦在是中。爾時世尊卽說陀羅尼曰

中窣都婆中安置此經。其像卽爲七寶所成靈驗應心

那莫悉 怛哩野(四合) 地尾(二合) 迦南(一) 薩婆 怛他

楹礎基階隨力所辨 。或土或木若石若甎。由經威力

(智皆反六)祖嚕祖嚕馱囉馱 囉(七)薩嚩怛他蘖多(八)

無願不滿。其窣都婆傘蓋羅網輪橖露盤。德字鈴鐸
2

自爲七寶。一切如來於此經典加其威力。以誠實言

蘖多喃 (二)唵 (三)部尾婆嚩娜嚩唎 (四)嚩者梨 (五)嚩者
馱(引)覩馱梨鉢娜

(二合)婆嚩底(九) 惹也嚩梨(十)畝

不斷加持。若有有情能於此塔。一香一華禮拜供

怛梨 (二合) 薩磨 (二合) 囉 (十一) 怛他蘖多達磨斫迦囉

家。若有應墮阿鼻地獄。若於此塔。或一禮拜。或

地滿拏(十三)楞迦囉(十四)楞訖哩(二合)諦薩嚩怛他(引)

一切如來神力所護。其處不爲暴風雷電霹靂所害。

冐地(十八) 沒

干蜂蠆之所傷害。亦無藥叉羅剎部多那毘舍。遮魑

薩嚩播波尾蘖諦(二十四)戶嚕戶嚕(二十五)薩嚩戍迦弭

養。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一時消滅。生免災殃死生佛
一右遶。塞地獄門開菩提路。塔及形像所在之處。
不爲毒蛇蚖蝮毒蟲毒獸所傷。不爲師子狂象虎狼野

(十二)鉢羅(二合) 靺栗多(二合) 娜嚩曰羅 (二合梨音)冐

蘖多地瑟恥 (二合) 諦 (十六) 冐馱野冐馱野 (十七) 冐地

沒 (十九)參冐馱儞參冐馱野(二十) 者

攞者攞 (二十一) 者懶都 (二十二) 薩嚩嚩囉拏儞 (二十三)

魅魍魎癲癇之怖。亦復不爲一切寒熱諸病。癧瘻癰

蘖帝 (二十六) 薩嚩怛他蘖多 (二十七) 訖哩 (二合) 娜野嚩

處亦無人馬六畜童子童女疫癘之患。不爲橫死非命

蘖多 (三十) 虞 野 (二合) 馱囉抳畝涅梨 (二合三十一) 囉

疽瘡疣疥癩所染。若人暫見是塔能除一切災難。其

日囉 (二合) 抳 (二十八) 三婆囉三婆囉 (二十九) 薩嚩怛他

所夭。不爲刀杖水火所傷。不爲盜賊怨讎所侵。亦

沒悌蘇沒悌(三十二)薩嚩怛他蘖多(引)地瑟恥(二合)多

諸眷屬晝夜衛護。二十八部大藥叉將。日月五星幢

恥(二合)帝娑嚩(二合)訶(三十五)薩嚩怛他蘖多訖哩(二

切諸天與忉利天。三時下來亦爲供養。一切諸仙三

(二合)底瑟恥(二合)多薩覩(二合)閉怛他蘖多地瑟恥(二

晝夜三時來下供養。其處卽爲一切如來護念加持

蘖多(三十八)塢瑟抳 (二合)沙馱覩畝捺囉 (二合)尼薩嚩

無飢饉貧乏之憂。厭魅呪咀 不能得便。四大天王與
3

雲彗星晝夜護持。一切龍王加其精氣順時降雨。一
時來集。讃詠旋遶禮謝瞻仰。釋提桓因與諸天女。
由。納經故塔卽如是若。人作塔以土石木金銀銅

(三十三)馱覩蘖陛娑嚩 (二合)賀(三十四)三摩耶(引)地瑟

合)娜野馱覩畝捺犁(二合)娑嚩(二合)訶(三十六)蘇鉢羅

合) 帝戶嚕戶嚕吽吽娑嚩 (二合) 訶 (三十七) 唵薩嚩怛他

怛他蘖單娑馱覩尾部使多地瑟恥(二合)帝(三十九)吽吽

鉛。書此神呪安置其中。纔安置已。其塔卽爲七寶

娑嚩 (二合)訶(引四十)

塔四方如來形相。由法要故。一切如來堅住護持晝

爾時佛說是神呪已。諸佛如來自土聚中出聲讃言。

竦。高至阿迦尼吒天宮之中。塔所串峙一切諸天。

演說深法。如是法要久住世間。利益廣多安穩快

所成。上下階級露盤傘蓋。鈴鐸輪樘純爲七寶。其
夜不去。其七寶塔全身舍利之妙寶藏以呪威力擢

晝夜瞻仰守衛供養。金剛手言何因緣故。此法如是
殊勝功德。佛言當知以此寶篋印陀羅尼威神力故。

善哉善哉釋迦世尊。出濁惡世爲利無依無怙衆生。
樂。于時佛告金剛手言。諦聽諦聽如是法要。神力
無窮利益無邊。譬如幢上如意寶珠。常雨珍寶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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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願。我今略說萬分之一。汝宜憶持利益一切。若

有毛羽鱗甲一切生類。碎破惑障覺悟無明。顯現本

亡者名。誦上神呪纔至七遍。洋銅熱鐵忽然變爲八

路。或觸衣風或踏其跡。或唯見面或暫交語。如是

有惡人死墮地獄。受苦無間免脫無期。有其子孫稱
功德池。蓮生承足寶蓋駐頂。地獄門破菩提道開。
其蓮如飛至極樂界。一切種智自然顯發。樂說無窮
位在補處。復有衆生重罪報故。百病集身苦痛逼

心。誦此神呪二十一遍。百病萬惱一時消滅。壽命
延長福德無盡。若復有人慳貪業故生貧窮家。衣不
隱身食不續命。 瘦衰蔽人所惡賤。是人慚愧入山折

采無主搹華。若磨朽木持以號香。往至塔前禮拜供
養。旋遶七匝流淚悔過。由神呪力及塔威德。滅貧
窮報富貴忽至。七寶如雨無所闕乏。但當此時彌飾
佛法施與貧乏。若有悋惜財寶忽滅。若復有人爲種
善根隨分造塔。或泥或甎隨力所辨 。大如菴羅高四
4

指許。書寫神呪安置其中。持以香華禮拜供養。以
其呪力及信心故。自小塔中出大香雲。香氣雲光周

有三種佛性。畢竟安處大涅槃中。若與此人往過道
等人重罪咸滅悉地圓滿。爾時佛告金剛手言。今此
祕密神呪經典付囑汝等。尊重護持流布世間。不令
衆生傳受斷絕。金剛手言。我今幸蒙世尊付囑。唯
願我等爲報世尊深重恩德。晝夜護持流布宣揚一切
世間。若有衆生書寫受持憶念不斷。我等麾催釋梵
四王龍神八部。晝夜守護不暫捨離。佛言善哉金剛
手。汝爲未來世一切衆生大利益故。護持此法令不
斷絕。爾時世尊。說此寶篋印陀羅尼廣作佛事。然
後往彼婆羅門家受諸供養。令時人天獲大福利却還
所住。爾時大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
叉犍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
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遍法界。薰馥晃曜廣作佛事。所得功德如上所說。

此經典大明藏興函。儀軌離部第八。不空所譯寶篋

爲無上道盡力造塔安置神呪。所得功德說不可盡。

剛及慈覺智證三師之請來。文義通暢也。先亮汰和

取要言之無願不滿。若有末世四輩弟子善男善女。
若人求福至其塔所。一華一香禮拜供養右旋行道。
由是功德官位榮耀不求自至。壽命富饒不祈自增。
怨家盜賊不討自敗。怨念呪咀 不厭歸本。疫癘邪
5

氣不拔自避。善夫良婦不求自得。賢男美女不禱自
生。一切所願任意滿足。若有烏雀鵄梟鳩鴿。鵂鶹
狗狼野干蚊虻蟻螻之類。暫來塔影及踏場草。摧破
惑障覺悟無明。忽入佛家恣領法財。況有衆人或見
塔形。或聞鐸聲或聞其名。或當其影罪障悉滅所求
如意。現世安穩後生極樂。或人隨力以一丸泥塗塔
壞壁。運一拳石扶塔礩傾。由此功德增福延壽。命
終之後成轉輪王。若我滅後四部弟子。於是塔前濟
苦界故。供養香華至心發願誦念神呪。文文句句放
大光明。照觸三途苦具皆辟。衆生脫苦佛種牙萌。
隨意往生十方淨土。若人往在高山峰上至心誦呪。
眼根所及。遠近世界。山谷林野江湖河海。其中所

印陀羅尼經同本。而其異不少也。此本者。遍照金
上註此本行天下。今因刻諸軌。更標藏本之異於
冠。以上木

享和改元辛酉仲秋月

豐山勤息 快道 誌

享和癸亥三月二十八日一校加筆畢

慈順

1 此
 經典根據《大正藏》第19卷No.1022B·712頁《一切
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別本·一卷）
唐不空譯校對
2 《 大 正 藏 》 原 文 爲 「 辨 」 ， 按 上 下 文 之 意 可 能 爲
「辦」
3 此 字在《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No.1022 a(No.1023)里爲「詛」
4 《 大 正 藏 》 原 文 爲 「 辨 」 ， 按 上 下 文 之 意 可 能 爲
「辦」
5 此 字在《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No.1022 a(No.1023)里爲「詛」

Ekayana
佛陀教言

07

Ekayana
先賢足跡

9

略叙傳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大教相承傳法次第記

唐淸涼山大華嚴寺傳法苾蒭海雲集

經題名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梵云摩訶。

若黃色。住地輪曼荼羅。 （其形方。名金輪。） 聖者

照。正梵語應云吠嚧左曩。毗盧遮那者。古譯也。

赤色。住火輪曼荼羅 （其形三角） 聖者若青若黑。

此翻云大。毗盧遮那。此云光明遍照。） 或曰大日徧

若白色。住水輪曼荼羅 （其形圓。名水輪。） 聖者若

依金剛頂決中解毗盧遮那。義翻爲無邊廣眼聚如

住風輪曼荼羅。 （其形如半月。） 大曼荼羅安於八

福德智慧萬德已圓。如虛空界。量無邊際過數量故

有三種曼荼羅。一。一切如來曼荼羅。二。釋迦牟

來。眼者智也。言此法身如來智慧十眼無邊際故。
也。或云毗盧那成道經。梵云吠嚧左曩三母弟婆灑
多素怛覽。此曰大日徧照尊經。此經梵夾有三本。
廣本十萬偈。若依梵本具譯。可有三百卷經已來。
廣本在西國。不到此土。梵經略本四千偈經。更有
略本二千五百偈。中天竺國大阿闍梨集。開元七
年。釋迦種沙門三藏善無畏奉詔譯。沙門一行筆

受。卽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是也。言此經是
毗盧遮那如來神通變化之所加持也。依梵本譯成六
卷。又總集一部教持念次第。共成一卷。成七卷。
共成一部。編入大藏經。毗盧遮那如來在金剛法界
宮。與普賢等諸大菩薩。十佛剎微塵數金剛手秘密
手等十佛剎微塵數諸執金剛諸世主天等其數無量不
可稱說。皆是毗盧遮那如來自受用身海廣大法界之
所加持。經明修眞言行菩薩修無上菩提心。超越

一百六十種忘念心。住大菩提心。一念相應。度三
僧衹劫。初發心時。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此經依二種修行。菩提心爲因。大悲爲根本。方便
爲究竟。次明十緣生句。謂明修眞言行菩薩了諸法
如幻。從緣所生故。又依勝義世俗二諦。若依勝義
修行。建立法身曼荼羅。是故此經中說先拼虛空中
曼荼羅。是故本尊法身。遠離形色猶如虛空。住如
是三摩地。若依世俗修行四輪以曼荼羅。本尊聖者

葉蓮花臺。五佛四菩薩。安於臺葉中。曼荼羅外。
尼曼荼羅。三。文殊師利曼荼羅。總名爲大悲胎藏
曼荼羅。弟子受灌頂法小曼荼羅。極微細委曲。餘
部所不代。此中修行供養。兼存二種事與理。此經
中說一百二十五種護摩爐。護摩火天有四十四種。
就中一十二種火爲最勝。其中極妙有五種智火。爲
初爐形。及木有乳菓若練所用不同。東西南北。所
願各殊。內外護摩。亦依五輪。求四種事。速疾成
就。息災增益降伏敬愛。所請火天各各不同。寂靜
熈怡忿怒喜怒。次第應知。若依廣教。行相極多。
今且略叙大毗盧遮那大教王經少分意趣。其次明從
上相承師資傳法次第。但海雲慮恐大教傳持。師資
斷續。大法淪墜。年多廢忘。謹依無畏三藏和尚從
西國中印度自毗盧遮那如來金口所傳。展轉付囑大
毗盧遮那教師資相承傳法次第。三藏善無畏云此法
從毗盧遮那佛付囑金剛手菩薩。金剛手菩薩經數百
年。傳付中印度那爛陀寺達麼掬多阿闍梨。達麼掬
多阿闍梨付中印度國三藏釋迦種善無畏。梵云輪婆
迦羅僧訶。唐云善無畏。三藏學究五明。教閑三

藏。五天藝業。無不備能。斛飯王五十二代孫。捨
襲王位出家。開元七年。從西國將大毗盧遮那梵夾
經等。來至此國。玄宗皇帝禮爲國師。隨駕兩京。
翻譯大毗盧遮那等經。爲大毗盧遮那曼荼羅灌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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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闍梨。無畏三藏和尚復將此大毗盧遮那大教王。

僧惟尚。汴州辯弘。新羅國僧惠日。悟眞。日本國

授三藏善無畏。互爲阿闍梨遞相傳授。三藏金剛

愍。法潤。 （付法傳阿闍梨灌頂位者數有十二人。或有

付南天竺國金剛智三藏。金剛智復將金剛界大教王

空海。當院僧義滿。義明。義澄。義照。義操。義

智。梵云縛曰囉 （二合）吉孃（二合）曩。此云金剛

在京傳持。或外方弘教。）次東塔院義操阿闍梨。傳付

南天竺國國王之子。亦捨王位出家。來遊震旦。誓

大過。醴泉寺文菀（已上五人皆傳教傳次阿闍梨位。）

智。三藏善大小乘斛 聲明論。於一切有部出家。
2

同學僧義眞。深達。淨住寺弟子僧海雲。崇福寺僧

弘至教。玄宗皇帝禮爲國師。隨駕兩京。翻譯金剛

東塔院法潤阿闍梨。傳付玄法寺法全惟謹。此大毗

金剛智復將大毗盧遮那大教王。付大興善寺三藏不

大悲根本發生大菩提心。從菩提心。成菩提行。次

頂大教王等經。爲金剛界曼荼羅灌頂阿闍梨。三藏
空智阿闍梨。 （梵云阿目佉孃那。唐云不空智。） 三

藏和尚蘊五部之秘要。入普賢性海之心。住瑜伽則
頓入佛乘。演眞言則天魔摧碎。三朝國師。天子稽
首。自玄宗肅宗至于代宗珍仰之心。敬之如佛。代
宗皇帝請爲灌頂大阿闍梨。所傳大教四十餘年。所
翻經論凡百餘部。大興善寺三藏和尚從大和尚金剛
智三藏傳授金剛界法已。復恐大教未圓。自往南天
竺國。親禮長年普賢阿闍梨。重更諮受金剛界五部
百千頌法。將得十萬偈經。故此二本大教王。最勝
秘密。堪傳者稀。經數百年間。方傳一人。自佛法

流傳東夏神州。近千餘年。所有持念秘密心地教
門。流行不過此二本教王。卽大毗盧遮那大教王。
及金剛界大教王是。統攝一切持念教門。次有蘇悉

地教。廣明三部。亦攝諸持念法。此中但明事成
就。與金剛界及大毗盧遮那義味相涉。亦是至極要

妙法。三藏善無畏所譯。兼前二部大教。及蘇悉
地。共成三部大教。大興善寺三藏和尚再譯法傳
時。善無畏三藏復將此毗盧遮那大教王。付大興善

盧遮那大教王。又名大悲胎藏毗盧遮那者。從如來
證大菩提及般涅槃。皆從方便具足成就五智身。卽
長惡字門。故經云。方便爲究竟。能成諸佛事。如
轉輪王將欲受生。託在聖后母腹。當知聖王不久生
也。修瑜伽者證菩提心。住阿字觀。觀法不生。卽
是住毗盧遮那胎藏。如顯教大乘仁王般若云。伏忍
聖胎三十人。十住十行十迴向。此名地前三十心。
名住聖胎也。此約顯教漸悟菩薩地前行修。經一大
阿僧祇劫。始名住聖胎菩薩。猶名外凡夫。修眞言
行菩薩則不如是。於一念頃。具五智身。四大菩薩
爲眷屬。住入秘密五重曼荼羅。爲自身住大毗盧遮
那佛位。廓同法界。爲曼荼羅體。纔住心時。名入
聖胎。觀至究竟。名成佛位。是超越三僧祇劫而證

菩提。上來具明胎藏教意。謹依顯密二教略叙其
由。教意深廣難窮其底。但海雲忝承佛蔭。得遇至

教。親承法眼。傳於大毗盧遮那蘇悉地。從上相
承。至今八葉。祖述宗旨。隨所見聞。略記次第。
諸有智者。幸請指示。
稽首一際一切智
迴茲讚演福羣生

寺沙門一行。及保壽寺新羅國沙門玄超。沙門一
行。旣傳教已。造大毗盧遮那義釋七卷。或分爲
十四卷。略釋一卷。大毗盧遮那形像圖樣壇儀一

普賢秘密持金剛
悉願同生安樂國

巨唐大和八年歲次甲寅十月上旬有八日 淸涼山
大華嚴寺傳法苾蒭海雲集記

卷。標幟壇儀法一卷。契印法一卷。金剛頂經決三
卷。大興善寺一行和尚博瞻天文。學通內外。唐梵
經史。無不潤明。與玄宗皇帝行坐相隨。論理國。
預翻經。不暇傳法。次沙門玄超阿闍梨。復將大毗
盧遮那大教王。及蘇悉地教傳付青龍寺東塔院惠果
阿闍梨。阿闍梨又付大興善寺惠應。惠則。成都府

1
2

節選自《弘法大師著述輯要》P317﹣319
《大正藏》51冊2081部第786頁「斛」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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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
智廣阿闍梨

2015年7月19日在西班牙南卡宗閉關中心開示

三

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Four Methods of Practice
of Bodhisattvas as Taught by the Buddha Part III
By Archa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on July 19, 2015

經文的第二部分叫正宗分。就像我們修法有前
行、正行和結行，現在開始正行部分。

Next i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utra,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Buddhist Practices generally include
three sessions: Preliminary Practices, Main Practices

and Concluding Practices. Correspondingly the text

of the sutra has three parts as well: the Beginning,

the Main Body and the End. Now let's go to the main

part.

正宗分是這樣說的：「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
等已得無量善利。當求無上佛大菩提。何以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sutra, it says: "At that time,

the Lord Buddha said to the Bhiksus,‘now that
you have attained immeasurable benefits, you

should pursue the unsurpassable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Why is that? The Buddhahood is
supreme, in both the Worldly and Supermundane
Conditions.’"

世尊說：「大家修行佛法，已經得到了很多的
利益。」佛法的利益非常大，但是有時候，因

「幸福的秘訣」。這個演講的報名爆滿，參加
的人大多數應該從來沒有聽過佛法。我當時給
他們解釋，什麼叫佛，什麼是佛法。我引用了
中國古代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在《方寸論》中給
佛下的一個非常簡單而且通俗易懂的定義——

「快樂無憂，故名爲佛」。佛陀是什麼樣的

呢？是所有的煩惱都已經斷除了。佛陀涅槃翻
譯成中文叫做「圓寂」。「圓」，代表他所有
的功德全部圓滿了；「寂」，代表他所有的缺
點全部被克服了，所有的煩惱都已經斷除了。
所以道信大師說：「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什麼叫佛法呢？就是達到快樂無憂的方法。這
個我相信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delivered a lecture at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titled as "The

Secret to Happiness".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attending the lecture that there weren't enough
seats for all of them. I figur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audience had not known about Dharma

before, so I explained to them what Buddha meant

and what Dharma was. First I quoted the simple
and easily understandable definition of "buddha"
from a book called On the Small Space , written by

Master Daoxin who was the Fourth Patriarch of

Chinese Chan Buddhism, which said "Being happy
and carefree, hence be named Buddha". Then I

爲佛法的利益太大了，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講，

explained what Buddha was. It meant a state free of

說得清楚。

Yuanji (Perfection of stillness). "Perfection" means

佛法的好處太多了，所以很難用一句話兩句話

The Lord Buddha said that all the attending Bhiksus
had attained great benefits from the Dharma
practices. The benefits from the Dharma are

enormous. But sometimes it is hard for us to explain

them to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so enormous that

we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with. It's just hard to

explain in a few words.

all afflictions. In Chinese, Nirvana was translated as

all the merits are perfect. "Stillness" means all the

defects have been overcome and all the afflictions
have been eliminated. That's why Master Daoxin

said so, "Being happy and carefree; hence be named

Buddha".   What is Dharma? Dharma is the way to

make us happy and free of worries. I think that the
audience could understand more easily in this way.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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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佛菩提者。世出世間無等等故。」

前天，我們在歐盟理事會有一個演講，題目叫

Ekayana

正宗分
Main Body of the Sutra

佛陀說：大家通過佛法的修行已經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但是你們
不應該滿足，你們應該追求無上的佛菩提。當時在場的很多人，

他們已經得到了聲聞菩提和緣覺菩提，所以現場很多都是阿羅
漢。佛陀希望所有的修行人都要追求無上佛菩提，不能停留在阿
羅漢的境界當中。

The Buddha said to the Bhiksus that you had attained great benefits
from Dharma practices, while you should not be satisfied but to pursue
the supreme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Among the attendees at the

time, many Bhiksus had attained Srāvakayāna and Pratyekabuddha, so

they were mostly Arhats. But the Buddha wanted all the practitioners to

pursue the supreme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state of Arhat.

「何以故。佛菩提者。世出世間無等等故。」爲什麼要追求佛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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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呢？因爲只有無上佛菩提，才是世出世間任何東西都無可匹
敵、無法比擬的。有時我們稱無上佛菩提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Then the Buddha said, "Why is that? The great Buddhahood is supreme,

in both the Worldly and Supermundane Conditions." Why should

we pursue the supreme enlightenment? Because only the supreme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is unrivalled and incomparable among

anything in both the Worldly and Supermundane Conditions. This is
why it is called Anuttara-samyak-sambodhi, or the supreme perfect
enlightenment.

關於解脫，《普賢上師言教》中講，所謂的解脫，就是指脫離輪
廻的大苦海。其中也講到，解脫分成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和佛菩
提三種，獲得這三種中的任何一種果位都是解脫。從大乘佛教角
度來講，我們應該追求無上佛菩提，這是《普賢上師言教》中解
脫利益章節裡面的開示。

According to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 the so-called liberation
means being free from the ocean of sufferings in Samsara. It's also said in

the book that there’re three types of enlightenment: Sravaka, Pratyeka,
and supreme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Obtaining any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enlightenment is called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hayana Buddhism, we should pursue the supreme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The benefits of liberation are elaborated in the Chapter

Perfect Teacher .

佛陀首先提出，大家的目標一定要正確。佛教
有句話說：「因地不眞，果招紆曲。」因不正
確，果就會有問題。如果發心錯了，那麼最後
的結果就錯了，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
發心、正確的目標。

The first thing the Buddha mentioned in the main

body of this sutra is asking us to set up a proper

direction. In Buddhism there is a saying, "If the
causal ground is full of deception, the retribution

will be filled with suffering." That is, if the cause
is not decent, neither will the result be; if the

motivation is wrong, then the outcome can’t be

right. So we must have the proper motivation and

「若未來世諸衆生等。發意欲求佛菩提者。當
修四法。」佛陀的這部經典，不僅僅是爲當時
在場的人講的，也是爲我們這些人講的。我們
現在的人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記憶力不

「何等爲四。一者當發大菩提心。寧失身命不
應退轉。」阿底峽尊者曾經講過，內道和外道
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皈依三寶，大乘跟小乘的
區別就在於有沒有發菩提心。因爲這部經是針
對大乘的菩薩所講，所以第一個要點就是要發
菩提心，如果沒有菩提心，當然就不是一個大
乘的佛弟子。

It then says in the Sutra，"What are the Four

Methods? First, one should generate the great

Bodhichitta, never retreating even at the cost
of losing his life." Lord Atisha once sai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uddhists and non-Buddhists is
whether they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nayana and Mahayana is
the generation of Bodhichitta. Because this sutra

好，如果講得太複雜，我們就記不住了。佛陀

is aimed at teaching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s,

把修行的要點歸納成四點，這樣大家比較容易

we don’t have Bodhichitta, we are definitely not

肯定知道未來會有這樣的人（衆笑），所以他
記得住。

the first key point is generating Bodhichitta. If

Mahayana Buddhists.

It then says in the sutra, "In the future lives, those

發菩提心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學過很多

should practice the Four Methods". The Buddha

教》，聽過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論》、阿底

who vow to pursue the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taught this sutra not only to the attendees, but
also to the people like us. We share many things

in common and one of them is that we have poor
memory. We'll have difficulty in remembering

the teachings if they are overly complicated. The

Buddha must have foreseen this, so he summarized
the key practices into four points, known as the

Four Methods, making it easier for us to remember.

很多菩提心的教法，聽過幾遍《普賢上師言

峽尊者的《修心七要》、格西朗日塘巴的《修
心八頌》，學了這麼久，我覺得生起菩提心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But it's not easy to generate Bodhichitta. I have

studied a lot of teachings on Bodhichitta and
listened to the teaching o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for several times, as well as A Guid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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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第一法：「當發大菩提心。寧失
身命不應退轉。」
Method No. 1："One
should generate the
great Bodhichitta, never
retreating even at the cost of
losing his life.

Ekayana

Benefits of Liberation in the book The Words of My

the Bodhisattva's Way of Life by Master Shantideva, The Seven

Points of Developing a Good Heart by Lord Atisha, and also

The Eight Verses For Developing a Good Heart by Geshe Langri

Tangpa. After having studied the Dharma for so long, I think
that it is not easy to generate Bodhichitta.

西藏有一位高僧大德，在一次洪水暴發的時候，他站在
洪水將要沖過來的路上，拿著一顆小石子說：「如果我
的菩提心是眞實的，洪水到這裡就會停止。」然後他把
這顆石子往面前的路上一放，果眞，洪水到這裡就眞的
停止了。

There was once a Tibetan Buddhist master who encountered a

flood. Right when the water was flooding in and getting clos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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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im, he picked up a small rock and made a wish, "If my

Bodhichitta is genuine, the flood will stop right here". Then he
put the rock down in front of him. The flood stopped indeed
right where the rock was.

大家有沒有菩提心，未來碰到洪水的時候，可以試一下
（衆笑）。但是這個實驗有一些風險，如果你不能確保
自己有眞實的菩提心，不要亂試，因爲很可能會被洪水
沖走（阿闍梨笑 衆笑）。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有菩提心
的（阿闍梨笑 衆笑）。

We can try this method to test our Bodhichitta if we encounter

a flood in the future. But this is a bit risky. ( The audience

laughed). You’d better not do so if you are not sure about your

Bodhichitta, otherwise you may be carried away by the flood.

(Both the Acharya and the audience laughed) Just kidding. I am
sure all of you must have Bodhichitta. (Both the Acharya and

the audience laughed.)

藏傳佛教之龍欽寧提前行中發菩提心次第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Steps for Developing
Bodhichitta in the preliminaries of  
Longchen Nyingthig in Tibetan Buddhism.
《普賢上師言教》裡面發菩提心的方法是比較特殊的，

先修四無量心，而且四無量心的修行次第也是

Larung Gar Five Sciences Buddhist Academy when

到怨親平等，然後再修慈心、悲心和喜心。這

I hadn't done any preliminary practices before.

個四無量心的修法其實是寧瑪派不共的竅訣。
四無量心修完了以後，我們就可以修世俗菩

提心。首先是願菩提心，然後是行菩提心。在
《普賢上師言教》裡面有非常詳細的講解。

The method of generating Bodhichitta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is very unique. It

starts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Four Immeasurables.

Unlike the common practicing sequence of the

I was studying there initially in 1997. At the time,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required those who

missed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s to make them

up. So he assigned Khenpo Tsültrim Lodrö to

teach us the traditions of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s
from Longchen Nyingthig. That's when I started

to practice them. At that time, I also practiced a

little on generating the Bodhichitta, but I felt very

ashamed that it didn't seem having much outcome.
Although I have little Bodhichitta, I am still deeply

moved each time when I'm reading the teachings

Four Immeasurables, it begins with practicing

from the Buddhist texts and the lineage lamas. So

the loved ones, followed with practicing loving-

cane Bodhichitta.

equanimity to treat the aversion in equality with

method is the unique essential point in our Nyingma

School. After completing the practices of the Four

（未完待續）to be continued

Immeasurables we can start to practice the worl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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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hichitta, by cultivating firstly the aspirational

Bodhichitta then the engaged Bodhichitta. These are
well elaborated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

我非常幸運，1997年我第一次去喇榮五明佛

學院，在法王如意寶面前聽受了一些很殊勝的
大圓滿的教法。當時我並沒有修過任何前行。
法王如意寶說沒有修過前行的，必須要去補

課。他當時就指定慈誠羅珠堪布仁波切給我們
傳授龍欽寧提前行的傳承，那時我開始修龍欽
寧提的前行。當時也修過一點點菩提心，但是
好像沒有什麼菩提心的深刻覺受，所以一直感
到非常羞愧。雖然我自己沒有什麼菩提心，但
是每次當我看到這些佛經以及祖師教言的時

候，內心中還是會非常感動，所以可能有的時
候也會生起一點相似的菩提心。

I was very lucky to have listened to some
extraordinary teachings of Dzogchen (the Great

Perfection) by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at the

註：本文中引用的經文根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7卷No.773《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一卷）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校對

經論聞思

kindness, compassion as well as empathetic joy. This

sometimes I probably have generated a little sugar

Ekayana

跟一般的四無量心不一樣。先修捨心，先做

Ekayana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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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切佛流淚之寶塔
――寶篋印陀羅尼塔之殊勝功德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開
篇講了這樣一段歷史：世尊當年前往無垢妙光大
婆羅門處應供，經一豐財園，見一古朽塔，於是
世尊走了過去——

「爾時世尊逕往塔所。於時塔上放大光明照耀熾

盛。於土聚中出聲贊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
今日所行極善境界。又婆羅門汝於今日獲大善
利。爾時世尊禮彼朽塔右繞三匝。脫身上衣用覆
其上。泫然垂淚涕血交流。泣已微笑。當爾之時
十方諸佛。皆同觀視亦皆流淚。各所放光來照是
塔。」

當時大衆都非常驚疑，其中一位金剛手菩薩代衆
祈問：「世尊。此何因緣現是光相。何如來眼流
淚如是。亦彼十方諸佛大瑞光相現前。唯願如來
於此大衆解釋我疑。」

世尊告知大衆：「此大全身舍利積聚如來寶塔。
一切如來無量俱胝心陀羅尼密印法要今在其中。
世尊數舉此寶篋印陀羅尼塔之殊勝功德，乃說：
無智衆生惑障覆蔽。徒朽珍寶不知採用。以是事
故我今流淚。彼諸如來亦皆流淚。」

Ekayana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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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2500多年，爲法界同一大事因緣故，智

四、由法要故，即爲七寶所成，一切如來堅住

陀羅尼塔的倡議，普門庵亦追隨佛陀教言和恩

「若佛像中窣都婆中安置此經。其像卽爲七寶

廣阿闍梨發起在全世界建造八萬四千寶篋印

師悲願，建造數萬小型寶篋印陀羅尼塔，以供
有緣信衆奉請供養、禮拜轉繞。現將此令一切
佛陀流淚的寶篋印陀羅尼塔之殊勝功德列舉如
下：

寶篋印塔本具之功德
一、能滿一切世間吉慶。

「有此法要在是中故。塔即變爲重疊無隙如胡
麻子。俱胝百千如來之身。當知亦是如胡麻

護持，靈驗應心，無願不滿。

所成靈驗應心無願不滿。其窣都婆傘蓋羅網輪
橖露盤。德字鈴鐸楹礎基階隨力所辨 。或土
2

或木若石若磚。由經威力自爲七寶。一切如來
於此經典加其威力。以誠實言不斷加持。」

「若人作塔以土石木金銀銅鉛。書此神呪安置
其中。才安置已。其塔卽爲七寶所成。上下階
級露盤傘蓋。鈴鐸輪樘純爲七寶。其塔四方如
來形相。由法要故。一切如來堅住護持晝夜不
去。」

子。百千俱胝如來全身舍利之聚。乃至八萬

五、塔及形像所在之處，一切如來神力所護，

相亦在其中。由是妙事是塔所在之處。有大神

「塔及形像所在之處。一切如來神力所護。其

四千法蘊亦在其中。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頂
驗殊勝威德。能滿一切世間吉慶。」

二、是塔堅固不滅，一切如來神力所持。

「後世末法逼迫之時。若有衆生習行非法應
墮地獄。不信三寶不植善根。爲是因緣佛法
當隱。然猶是塔堅固不滅。一切如來神力所

無諸災害病疫。

處不爲暴風雷電霹靂所害。不爲毒蛇蚖蝮毒蟲
毒獸所傷。不爲獅子狂象虎狼野干蜂蠆之所傷
害。亦無藥叉羅刹部多那毘舍。遮魑魅魍魎癲
癇之怖。亦復不爲一切寒熱諸病。癧瘻癰疽瘡
疣疥癩所染。」

持。」

六、諸天晝夜衛護，三時供養。

三、爲一切如來金剛藏、佛頂佛眼、陀羅尼心

叉將。日月五星幢雲彗星晝夜護持。一切龍王

秘密加持窣都婆，即爲一切如來神力所護。

「若有衆生書寫此經置塔中者。是塔卽爲一切
如來金剛藏窣都婆。亦爲一切如來陀羅尼心秘
密加持窣都婆。卽爲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窣
都婆。亦爲一切如來佛頂佛眼窣都婆。卽爲一
切如來神力所護。」

「四大天王與諸眷屬晝夜衛護。二十八部大藥
加其精氣順時降雨。一切諸天與忉利天。三時
下來亦爲供養。一切諸仙三時來集。讚詠旋繞
禮謝瞻仰。釋提桓因與諸天女。晝夜三時來下
供養。」

「塔所串峙一切諸天。晝夜瞻仰守衛供養。」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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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寶篋印塔之功德

一、出大香雲，無願不滿。

「若復有人爲種善根隨分造塔。或泥或磚隨力所

辨 。大如菴羅高四指許。書寫神呪安置其中。持
3

以香華禮拜供養。以其呪力及信心故。自小塔中
出大香雲。香氣雲光周遍法界。薰馥晃曜廣作佛
事。所得功德如上所說。取要言之無願不滿。」
二、所得功德，說不可盡。

「若有末世四輩弟子善男善女。爲無上道盡力造
塔安置神呪。所得功德說不可盡。」

修補寶篋印塔之功德
增福延壽，成轉輪王。

「或人隨力以一丸泥塗塔壞壁。運一拳石扶塔礩
傾。由此功德增福延壽。命終之後成轉輪王。」

見聞寶篋印塔之功德
一、能除一切災難。

「若人暫見是塔能除一切災難。其處亦無人馬六
畜童子童女疫癘之患。不爲橫死非命所夭。不爲
刀杖水火所傷。不爲盜賊怨仇所侵。亦無饑饉貧
乏之憂。厭魅呪詛不能得便。」

二、摧破惑障，覺悟無明，罪障悉滅，所求如
意，現世安穩，後生極樂。

「若有烏雀鴟梟鳩鴿。鵂鶹狗狼野干蚊虻蟻螻之
類。暫來塔影及踏場草。摧破惑障覺悟無明。忽
入佛家恣領法財。況有衆人或見塔形。或聞鐸聲
或聞其名。或當其影罪障悉滅所求如意。現世安
穩後生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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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供養、轉繞寶篋印塔之功德

一、如以七寶供養十方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
來，種植善根，亦復如是。

「若有人以香華塗香華鬘衣服微妙嚴具供養此
經。卽成於彼十方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之

前。以天香華衣服嚴具七寶所成。積如須彌盡

21

明。照觸三途苦具皆辟。衆生脫苦佛種芽萌。
隨意往生十方淨土。」

六、塞地獄門，開菩提路。

「若有應墮阿鼻地獄。若於此塔。或一禮拜。
或一右繞。塞地獄門開菩提路。」

以供養。種植善根亦復如是。」

二、重罪消滅，生免災殃，死生佛家。

「若有有情能於此塔。一香一華禮拜供養。

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一時消滅。生免災殃死生佛
家。」

三、滅貧窮報，富貴忽至，七寶如雨，無所缺
乏。

「若復有人慳貪業故生貧窮家。衣不隱身食不
續命。 瘦衰蔽人所惡賤。是人慚愧入山折採

無主搹華。若磨朽木持以號香。往至塔前禮
拜供養。旋繞七匝流淚悔過。由神呪力及塔
威德。滅貧窮報富貴忽至。七寶如雨無所缺
乏。」

四、一切所願，任意滿足。

「若人求福至其塔所。一華一香禮拜供養右旋
行道。由是功德官位榮耀不求自至。壽命富
饒不祈自增。怨家盜賊不討自敗。怨念呪詛

不厭歸本。疫癘邪氣不拔自避。善夫良婦不求
自得。賢男美女不禱自生。一切所願任意滿
足。」

五、衆生脫苦，佛種芽萌，隨意往生十方淨
土。

「若我滅後四部弟子。於是塔前濟苦界故。供
養香華至心發願誦念神呪。文文句句放大光

1
2
3

 中教證，皆引自《大正藏》No.1022 B
文
七一三頁《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
羅尼經》
《 大正藏》原文爲「辨」，按上下文之意可能

爲「辦」

《 大正藏》原文爲「辨」，按上下文之意可能

爲「辦」

《
―
―
智廣阿闍梨

選講

》

八】
【

印光法師嘉言錄

《 在家居士修行之 道》 連載

【原文】

習勤（如灑掃、執侍等）。凡飲食衣服，勿

家庭先令認字塊。（女子雖不必令其造大學

物之貴賤輕重，必須告其來處不易，及折福

爲今之計，子女當能言語、知人事時，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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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生活

Ekayana

問，斷不可不識字、不通文理。母尚宜胎
教，若識字通文理，則所生子女，便易爲學
矣。）……凡彼力能爲者，必須令其常做以

令華美。但凡拋撒五穀，及損壞什物，無論
損壽等義。倘再如此，定遭撲責，決不放
過。如此則自能儉約，斷不致奢侈暴殄。及
能讀書，即將《陰騭文》《感應篇》，令其

熟讀，爲其順字面講演之。其日用行爲，

掃、執侍」，就是打掃衛生、侍奉父母親

於不善者，則指其二書之不善者而責之。

爲什麼要習勞呢？

（彭二林居士家，科甲冠於江浙，歷代以
來，遵行二書，其家狀元甚多，然皆終身
守此不替。）如金入模，如水有堤，豈有
不能成器，仍舊橫流之理乎？人之爲人，
其基在此。此而不講，欲成全人，除非孟
子以上之天姿則可矣。（書一）六二

今天我們來學習印光大師關於孩子教育問
題的教言。

爲今之計，子女當能言語、知人事時，即
於家庭先令認字塊。

小孩子能夠講話、稍微懂事的時候，就要
讓他認字。

女子雖不必令其造大學問，斷不可不識

字、不通文理。母尚宜胎教，若識字通文
理，則所生子女，便易爲學矣。

印祖非常主張女孩子一定要受教育，要識
字、通文理。女子在懷孕時更加要好好地

和長者。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一個人如果不習勞，他未來的生活

能力就會非常差，不管到哪裡去，許多事
情都做不來，可能生存都會有問題。

第二，如果不習勞，就不知道父母親的辛
苦，不知道長輩的辛苦，不知道生活的辛
苦，就不會有感恩之心，就不會珍惜福
報。

第三，通過習勞可以得到鍛煉，並且積累
福報。反之，如果不習勞、不積福，每天
只是接受別人的服侍，那麼他的福報就會
非常差，每天都在折福折壽。

對於小孩子，印祖說的很清楚，「凡彼力
能爲者」，小孩子有多少能力就應該讓他
做多少事情。

凡飲食衣服，勿令華美。
不能奢侈，因爲奢侈就是在折福折壽。如
果未來想要孩子幸福快樂，必須要讓他不
斷地積累福報，盡量少折福。吃的和穿的
要盡量地簡樸，不能奢侈浪費。

學習，如果母親沒有文化，孩子出生後就

但凡拋撒五穀，及損壞什物，無論物之貴

後就會喜歡學習，未來就會有智慧，這就

等義。倘再如此，定遭撲責，決不放過。

會不愛學習，母親有文化的話，孩子出生
是胎教。

凡彼力能爲者，必須令其常做以習勤（如
灑掃、執侍等）。

小孩子稍微有一點點能力的時候，必須要
的 —— 「 以 習 勞 苦 爲 第 一 要 義 」 。 「 灑

如此則自能儉約，斷不致奢侈暴殄。

要讓小孩子有「福氣」的概念，從小要懂
得積累福報，不能夠折福折壽。

對於吃的東西應該非常地珍惜，不能夠浪
費。要敬人愛物——對人要尊敬，對東西

要愛護。如果愛護東西的話，就可以延長
它的使用壽命；如果不愛護的話，就會減

23

佛化生活

讓他習勞。這也是曾國藩經常教誨子弟

賤輕重，必須告其來處不易，及折福損壽

Ekayana

合於善者，則指其二書之善者而獎之。合

少它的使用壽命。

印光大師的福報越來越大，最終能夠長

沒有一樣東西是白白可以得到的，哪怕一

生後燒出很多很多的五彩舍利子。

無論物品貴賤輕重，都要知道來之不易，
粒米、一粒飯。「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
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這在

《朱子治家格言》裡面說得很清楚。如果
我們浪費這些財物，衣服飲食過於華美，
就是在折福折壽。

做任何的事情，我們都要好好地算一算，
到底是增福增壽還是折福折壽？增福增壽
的行爲，就應該非常努力地去做；折福折
壽的行爲，就不應該去做。

舉個例子：我們現代人有一個不好的毛
病，吃東西都要吃貴的，比如說各種各
樣的營養品。營養品對身體到底有沒有
幫助？不好說。爲什麼？因爲身體好的

「因」，並不是吃營養品。如果吃營養品
身體會好，應該所有人吃營養品身體都會
好，但事實上不一定是這樣的。一個人身
體健康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戒殺護生。
能夠永遠戒除傷害一切衆生，並且保護一
切衆生，這就是未來身體健康唯一的因。

沒有用？大家要好好地掂量掂量自己的福
報。吃也可以，但是最好在吃的同時，還
要想辦法增加更多的福報。如果不能增加
更多的福報，吃的時候又在折損福報，這
是很可怕的。現在各種各樣的營養品都非
常地貴，我們不吃的話，本來可以活一百
歲，吃了營養品，變成活五十歲了（上師
笑）。因爲這輩子吃的福報，通過吃營養
品，都吃光了。比如你一輩子有吃一萬塊
錢的福報，你提前吃完了，所以也就提前
死了。當然，如果你已經獲得證悟了，所
有的一切都可以轉爲道用，對你來說就已
經不存在折損福報的問題。但是你如果沒
有證悟的話，還是把賬算清楚比較好。

倘再如此，定遭撲責，決不放過。如此則
自能儉約，斷不致奢侈暴殄。

如果你給小孩子講了道理，他還是再犯諸

因，就算這些助緣全部具足，也不一定會

話，就一定要打他一頓，不能讓他從小養

健康。如果有健康的因，再加上助緣的
話，才能夠健康。

我們吃這些非常貴重的營養品，如果以前
有健康的因，吃了以後可能會有效果，如
果以前沒有種下健康的因，吃的再多也沒
用。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吃這些非常
貴重的營養品，肯定會折損福報，吃得越
貴，折損得越厲害。印光大師以前在普陀
山的時候，把收到的所有供養全部轉供養
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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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吃這些很昂貴的營養品，到底有

其他如飲食、藥物、醫療、體育鍛煉、睡
眠等等，都是助緣。如果我們沒有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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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而且顯現上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就，往

給諦閑法師。他說自己福氣非常薄，不能
去享用這些營養品，就是這個道理。所以

如「拋撒五穀，及損壞什物」等錯誤的
成奢侈浪費、折福折壽的行爲習慣。

老子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

先。老子這麼厲害的聖賢，他都講第一要
有慈悲心，第二要簡樸，第三不敢爲天下
先，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謙讓。

及能讀書，即將《陰騭文》《感應篇》，
令其熟讀，爲其順字面講演之。

《陰騭文》就是《文昌帝君陰騭文》，

《感應篇》就是《太上感應篇》。如果小

孩子認識字了，就應該讓他把《文昌帝君

規矩，不能成方圓」，一定要有規矩，這

後，要給他講解字面的意思，讓他明白因

做人，能夠按照因果正見的原則，按照

陰騭文》和《太上感應篇》熟讀。熟讀之
果的道理。

其日用行爲，合於善者，則指其二書之善
者而獎之。合於不善者，則指其二書之不
善者而責之。

這兩本書其實都是因果方面具體的標準。
哪些是正確的因，哪些是不正確的因，哪
些是正面的種子，哪些是負面的種子，在
《文昌帝君陰騭文》和《太上感應篇》裡
面，都講得非常地具體。用這兩本書來對
照日常的行爲，合乎善的就應該獎勵，合
乎不善的就應該指出來，讓他改惡行善。

彭二林居士家，科甲冠於江浙，歷代以

來，遵行二書，其家狀元甚多，然皆終身
守此不替。

是非常重要的。

《文昌帝君陰騭文》《太上感應篇》這樣
的原則去做的話，就可以成爲一個君子。
如果不講這個道理，想要擁有賢良的人

格，除非他是孟子以上的天賦，根器比孟
子還要好。當然比孟子還要好的天賦是不
大可能的，就像佛教裡面比六祖大師還要
好的根器一樣，是不大可能的。

這段教言主要講到教育孩子的兩個關鍵：
第一就是習勞，孩子有一點點能力的時
候，就應該讓他做一點點能力能辦的事

情，根據他的能力讓他做一定的事情，讓
他從小增福增壽，同時不奢侈浪費，不做
折福損壽的事情；第二就是懂因果，按照
《文昌帝君陰騭文》和《太上感應篇》的
道理來行事，未來這個孩子就會越來越
好。

（未完待續）

彭二林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開悟的大居

士，他們家科舉甲冠於江浙，歷代出了很
多的人才，很多的狀元，都是因爲遵循和
終身力行《文昌帝君陰騭文》《太上感應
篇》的緣故。

如金入模，如水有堤，豈有不能成器，仍
舊橫流之理乎？人之爲人，其基在此。此
而不講，欲成全人，除非孟子以上之天姿
則可矣。

就像金子進入模子，就會出來一個跟模子
一模一樣的東西。「如金入模，如水有

Ekayana

範的話，我們就可以成器。古人講「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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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就是說如果我們遵循法則、符合規

Ekayana

佛教一家
圓護諸宗

每一位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都希望佛教能夠興旺，佛法能夠弘揚，但在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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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佛法與以前正法和像法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衰落，這是大家都

智廣阿闍梨

不願意看到的。

那麼佛教爲什麼不興旺呢？我個人認爲，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佛教內部互相
不太瞭解，溝通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於是有一些偏見和誤解。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修行人本身不是很圓融的話，偏見和誤解就會更嚴重。經常可以

述於

看到因爲不瞭解而對別的派別做出的一些不正確的評價，這樣一方面自己
本身會有謗法捨法的罪業，另一方面也傷害了別派的感情，更會影響到佛

年 月
2 002
4

教的團結。人與人之間若要團結，就需要互相瞭解。如果不溝通、不瞭
解，就不可能知道別派殊勝在什麼地方，就會做出一些不好的評價，但事
實上是否如此呢？確實很難說。

而且，不但佛教內部要互相瞭解，各個宗教之間也要很好的交流才能避免

衝突。現在世界上許多不和諧的地方，有戰

樣的根器，這些都是無可非議的。但與此同

就像由「9.11事件」而起的阿富汗戰爭，並

個是不好的。所以，相互的溝通理解是非常

爭的地方，我覺得還是一個溝通的問題。
沒能解決很多問題，恐怖分子仍在全球各地
活動，這些問題不是暴力能解決的，也不是

時，也要尊重別的宗派，佛陀的教法沒有一
非常重要的。

給一些恩惠就可以解決的。信仰上的問題是

佛教各派都是一家，因爲大家都是釋迦牟尼

一定會領情，說不定依舊仇視你。像這種問

宗的？我說我是學「佛」宗的，釋迦牟尼佛

題也只有通過溝通才能解決，首先起碼要瞭
解別人的想法，才有可能找到解決的辦法。
人的行爲是由思想決定的，若不改變他的思
想，就不可能改變他的行爲。所以說，國與
國之間、人與人之間、教派與教派之間、佛
教內部各派之間，都需要溝通。由溝通而互
處。

在漢傳佛教中，每位佛弟子在皈依三寶時都
會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發了這個願之
後做什麼呢？就是要好好地學習世尊所傳的
一切法。古人云：「天下好話佛說盡。」佛
不可能傳不好的法，不可能講害人的話。釋
迦牟尼佛所傳的法都是非常好的，不好的世
尊肯定不會傳。每個教派都有它殊勝之處，

故而我們要尊重各個教派，要瞭解各個教
派。衆生有不同的根機，當然需要不同的法
門去度化。所以對我們來說，每個教派都要
去瞭解、去學習，這樣才能使佛法眞正興旺
起來。我們可以發願專門弘揚淨土宗，或禪

宗，或天台宗，或寧瑪派，或噶舉派，等
等，因爲我們對這個法有信心，衆生也有這

是什麼宗，我也是什麼宗。許多淨土宗的同
修就說你學得太雜了，屬於「雜修」。但要
知道，古時的許多高僧也很「雜」，如永明
延壽禪師既是淨土宗的祖師，又是禪宗法眼

宗的祖師，每天要修108種佛法，但他卻是
阿彌陀佛的化身，難道能說他修錯了嗎？又
如蕅益大師，淨土宗第九代祖師，後來被認
爲也是天台宗靈峯派的開山祖師。他自述私
用什麼觀點來講解而在佛前拈鬮，結果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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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天台，在解釋《梵網經》時，曾爲了抉擇
以天台宗的觀點來解釋。但是蕅益大師本身
是什麼都學的，如禪宗、天台宗、律宗、相
宗、性宗等等，並且最後導歸極樂。他一生
中念過許許多多咒語，有許多咒語都是念了
幾十萬的，「地藏菩薩滅定業眞言」更是結
百日壇持誦五百萬遍，這些在他的年譜中都
有記載。須知淨土宗沒有祖師的直接傳承系
統，不像其他宗派是師徒授受，許多祖師都
是因爲對淨土宗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得後人
追認的，但他們往往又是別派的祖師，這樣
的例子非常多。

所以學佛的人不應該有門戶之見，這一點非

圓護諸宗

相增進瞭解，才能互相理解，進而和平相

佛的弟子。有許多人問我，你到底是學哪一

Ekayana

很難處理的，即使給別人許多錢，別人也不

常重要。如果有了門戶之見就會造成許多分

沒有溝通，那就肯定會有大問題。娑婆世界

有辦法相互比的，都是第一。天台宗當然是

的心，我不知道你的心，於是就有了猜測、

裂，佛法就不會興旺。佛教各派之間是沒
第一，淨土宗也是第一，華嚴宗也是第一。
爲什麼呢？因爲衆生的根器不一樣。感冒藥
和人參哪個好呢？不能因爲人參貴重，是補
藥，就說它比感冒藥好。感冒的人吃人參就
可能加重病情，吃感冒藥則會病癒，到底誰

好呢？沒法比，因爲病情不一樣。十九世

樂世界，大家都有他心通，就不存在這個問
題，自然也就沒有矛盾。我們沒有他心通怎
麼辦？那就只能溝通、交流，把問題擺到桌
面上來談，就會很好。

整體佛法的興旺，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佛教各

曾一起發起「利美運動」，即無派別運動。

個人也一直發願，希望能爲整體佛法的弘

從那以後，藏傳佛教就有了一個新的面貌，
圓護諸宗

Ekayana

偏見、誤會，繼而就有了許多矛盾。而在極

紀，薩迦派的蔣揚欽哲仁波切和噶舉派的蔣
貢康楚仁波切，以及寧瑪派的秋吉林巴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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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有這麼多矛盾？就是因爲你不知道我

許多瀕臨滅絕的傳承重新得到了弘揚。我覺
得這些就非常好，促進了宗派之間的團結，
有利於佛教更好的發展。

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應該把漢傳佛教、藏
傳佛教和南傳佛教都繼承下來，這樣就會對
佛法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不會偏執。如果只
有一個傳承，就難免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

宗派之間的溝通和理解，這一點很重要。我
揚、溝通和交流作出一點貢獻，同時也希望
大家都能在這方面做點努力。不僅是佛教，
在社會上，人與人之間，我們也希望大家都
能互相溝通、理解和團結。千萬不要兩舌，
任何事情以和爲貴，大家都做和平使者。希
望我們不管到什麼地方，都能爲當地帶來和
平與交流，增進瞭解和理解，消除誤會和偏
見。如果眞能那樣，就非常好。

看問題，導致不夠全面。現在地球越來越小

當然，可能有些人很固執，有許多執著，不

經》已經譯成漢文，而今後也許藏傳佛教的

智慧的方法來對待；另一方面，我們要有

了，通訊也越來越方便，南傳佛教的《大藏
《大藏經》也將譯成漢文，漢傳佛教的《大
藏經》可能也會翻譯成其他文字，那麼到時
佛法就會眞正興旺起來。

上述的道理，推廣開去，人與人之間、團體
與團體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國家與國家

之間也都是適用的。在這個世界上，如果

願意交流。對於這樣的人，我們一方面要用
寬容的心。我相信寬容與慈悲可以改變任何
人，就像釋迦牟尼佛與提婆達多之間，提婆
達多不斷地害世尊，而世尊不斷地寬容他，
到最後是誰勝利了呢？所以，我們的慈悲心

也許暫時改變不了什麼，但最終會改變他
人，只不過是時間問題，這是肯定的。

從遍路談唐密回傳
――智廣阿闍梨答記者問
夏衛娟

春梅迎來故鄉人

智廣阿闍梨在第五番地藏寺接受記者采訪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三十多位華人組團遍路四國八十八靈場，似乎還
是前無古人的一件事，而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導師智廣阿闍

梨在短短四個月時間裡，兩次帶領華人佛子踏上四國遍路之旅，人次達105人
之多，甚至還吸引了日本團友的加入。這樣一件充滿正能量的國際文化交流

活動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日本NHK電視臺等當地媒體更是追蹤報導。
這支行裝整齊、虔誠禮拜的「一步一弘法」華人遍路團在四國留下了美好的
身影，在日本民衆中留下了許多的佳話，同時也讓很多華人佛子對傳承於漢
唐的佛教瑰寶眞言密教和中華璀璨的唐宋文化生起了嚮往之心和感念之情。

記者有幸從始至終跟隨智廣阿闍梨一行走完了兩遍德島發心之旅和一遍高知
修行之旅，一路聆聽阿闍梨智慧的開示，看到團員們收穫的法喜，感受與日
本僧侶和民衆之間的溫馨友誼，縈繞在記者腦海的不僅僅是四國廟宇間悠遠
親切的唐風古韻，更有流動於中日間那傳承千年的聖法和文化，帶給心靈無
限的滋養和感動，這眞是一場心靈之旅。

遍路途中，智廣阿闍梨慈悲地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記者：請問阿闍梨，您帶領弟子從中國來日本遍路，是不是有一種特殊的意
義？您希望大家能夠收穫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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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首先，四國八十八所靈場是一千兩百年前空海大師修行過的聖
地。遍路八十八所靈場分成四個階段：從發心，到修行，到菩提，到涅槃，

相當於是一個從凡夫到成佛的過程。如果我們

囊相授，把所有的唐密教法都傳授給他，讓他

空海大師一生修行過程的一次追隨和實踐。

是得到日本很多高僧大德的攝受，包括仲田順

能夠以至誠心走一次這樣的遍路，其實就是對

一千兩百年前，空海大師到中國唐朝求取佛

法，得到了很殊勝的唐密傳承，同時也學到了
唐代先進的文化技術，帶回日本後，造福了世
世代代的日本人民，也使得我們今天還能夠在
這裡領略中華先祖留下的瑰寶。這都是當年惠
果阿闍梨和空海大師這些祖師的功勞。對我們
中華兒女來講，體驗這個遍路其實是非常好的
一次瞭解我們唐代文化的機會，可以親身體驗
我們中國古代的偉大。

回到日本去發揚光大。今天我們到日本來，也
和大僧正猊下、土生川正道大僧正猊下等眞言
宗的高僧大德，他們也非常慈悲地攝受我，可
以說對我有求必應，傳授了很多殊勝的唐密教
法。就好比一千兩百年前，惠果阿闍梨傳授給
空海大師一樣。當然我肯定沒有他們偉大，但
是我也非常感動，感動於這些高僧大德對我們
中華的感恩回報之心。這十幾年，我在日本接
觸了很多高僧大德、學者教授，包括企業家，
他們幾乎都有著同樣的心願：這些殊勝的佛法

在遍路的傳統當中，還有一句話叫「遍路即人
生」。遍路就像我們的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磨
難、快樂和痛苦。那麼在這個旅程當中，我們
如何去超越這些困難，乃至於最終達到快樂和
幸福？我覺得這就是遍路當中我們要去參悟的
東西。希望大家都能夠通過「發心、修行、菩
提、涅槃」這樣一條心靈之旅而達致「快樂無
憂」。

同時，我也希望我們的遍路活動能夠促進中日

日本媒體追蹤采訪華人遍路團

記者：聽說您從2004年起東渡日本求法，是

和優秀的文化造福了日本，它們都是從中國傳

您這次組織華人遍路團到四國遍路弘法大師靈

們啟程的第一番靈場靈山寺住持芳村秀全，他

兩國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好交流。

場，也是唐密回傳的一次踐行吧？

智廣阿闍梨：唐密回傳是我們中國佛教界一百
年來的一個夢想。我雖然能力很小，但是也希
望能夠爲此作出一點努力。空海大師去中國大
唐求法的時候，得到了長安青龍寺惠果阿闍梨

爲了接待我們這個遍路團，一直在練習中文，
在啟動式上專門用中文給我們致辭，並說日本
的唐密眞言宗來自於中國，他很想報答中國的
恩德，雖然他用中文致辭很吃力，但是眞的讓
我非常非常感動。

我也是有志於中華文化的復興。我覺得我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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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攝受，惠果阿闍梨對這個異國他鄉的弟子傾

來的，希望能夠回傳中國、回報中國。就像我

Ekayana

爲了能讓唐密教法回傳華人世界，得到重興，

國古代的祖先其實是造福了日本，我看到日本

因爲我從小就開始接觸很多的老先生、老師

共同的心願：希望唐密能夠回傳中國，反哺華

也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我可以肯定地說，中

很多的高僧大德和中國的很多仁人志士都有著
人世界。這項浩瀚而艱辛的回傳事業非個人之
力所能達成，需要衆人拾柴，共同努力。雖然
我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但也是希望能夠爲唐密
回傳再興於世，作出一點小小的貢獻。

記者：在靈山寺住持的講話裡面，我聽到有一
句話，他說：中華的文化，在中國像是睡著了
一樣，希望它能夠早日覺醒。請問智廣阿闍

梨，您認爲中華文化在中國已經消失了嗎？唐
密在中國失傳了嗎？它們還在嗎？它們以什麼
樣的姿態存在著，我們能爲它們做些什麼？

智廣阿闍梨：中華文化是不可能滅絕的，唐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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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也沒有消失。這是我自己親身的感受。

父，跟他們學習佛法，學習中華文化，到現在
華文化在中國並沒有斷絕。雖然在歷史的長河
中，中國文化受到過破壞和衝擊，但是要滅絕
是不可能的，因爲眞正的文化都在中國人的心
中。我自己所接觸的這些老先生、老師父，他
們雖然也是受到很多的磨難，但他們內心當中
的智慧是不可能被破壞掉的。我今天能夠學到
中華優秀的儒釋道三家的文化，乃至於佛教各
個宗派的殊勝教法，其實都是這些老先生、老
師父他們帶給我的恩德，所以說我覺得中華文
化在中國並沒有消失，而且唐密的教法在中國
也一直沒有完全失傳。在漢傳的寺廟裡，早課
的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晚課的蒙山施
食，還有瑜伽焰口等都是眞言密教的殊勝法

要，許多唐密的修法如穢跡金剛法、准提法等

2015年4月智廣阿闍梨帶領華人佛子身著漢服參加高野山開創1200年法會

2015年11月高野山無量光院爲一乘顯密佛教中心華人佛子傳授三昧耶戒

都傳承了下來。不過，的確也有一些唐密的修法在中國已經失傳了，而且可
以說中華文化現在確實有些衰微。我們作爲中華兒女，很多人對中華文化瞭
解得不太多，這一點確實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爲往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所有珍貴的佛法以及優秀的中華文化，我覺得都應該去把它
繼承下來，發揚光大，造福中華民族，乃至於利益所有衆生。這也是我們中
國祖先共同的一個心願：「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當然我們的力
量很小，但也在爲之而努力！

據瞭解，智廣阿闍梨爲日本眞言宗醍醐派三寶院流第六十四世阿闍梨，日本
天台宗穴太流總持坊第七十五世阿闍梨。是第一位獲得日本眞言宗中僧正僧

階的華人阿闍梨，也是第一位通過日本天台宗僧侶最高級別考試——法華大
會廣學豎義考試的中國大陸人士。

智廣阿闍梨現任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終身名譽會長、指導上
師，兼任中國無錫顯雲寺及河南大准提寺顯密講修院院長。近年來，阿闍梨
努力推進唐密回傳再興事業的發展，在新加坡、澳洲、中國河南大准提寺、
無錫顯雲寺、橫山寺等道場多次舉辦准提法會、藥師法會、寶篋印陀羅尼塔
開光法會，並多次帶領華人佛子赴日本參加灌頂、朝聖、遍路等，使華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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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文轉載自騰訊佛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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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再次領受到先祖傳承下來的唐密教法的殊勝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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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可以看到密教的真髓

弘法大師空海留有一篇美文，追思其師父惠果阿闍梨。

「縱使財帛接軫，田園比頃，有受無貯，不屑資生。或
建大曼荼羅，或修僧伽藍處。濟貧以財，導愚以法。以
不積財爲心，以不吝法爲性。故得若尊若卑，虛往實

歸，自近自遠，尋光集會矣。」（性靈集 卷二）（原

文）「即使家財萬貫，即使農田萬畝，不會積攢下來，
也不會歸爲自用享受，或者用於建立大曼荼羅，或者修
建僧伽藍處。以財濟貧，以法度愚。以不積累財物爲方
針，以不吝惜佛法爲宗旨。如此，不論尊卑，都能夠虛
來實歸。不論近處抑或遠處，都能夠尋光來集。」（譯
文）

這是大師留學唐朝的時候，從衆多弟子中被選中，爲惠
果和尚寫下的碑文中的一段。濟貧苦者財物，予愚鈍者
知識，去除身心煩惱，濟度衆生的理想正是惠果阿闍梨

仲田順和

大師的信仰與靈場

一、大師的御心

的人格所在。這應該也是大師一生的寫照吧。今日，在
此我將找出根植於大衆中的大師信仰的起點。大師時刻
將「濟度衆生」之大誓願銘記於心，在以人爲中心的教
法及實修實證的領域中持續探求。以人格爲本的教義正
是大師的佛教所在。那麼，明確記載這一立場的書籍有

【作者簡介】
仲田順和

總本山醍醐寺第103世座主

大本山三寳院第五十二世門跡
眞言宗醍醐寺派第十一代管長

《十住心論》。這本書中，記載了將人心世界劃分爲十
個級別，分別對應了佛教各宗派、印度、中國宗教和思
想，對其進行比較研究，明確指出只有眞言密教才是最
高的心靈世界，最究竟的立場，一切的現象和存在都被
攝受於此教義中。這裡絲毫沒有嘗試看低其他宗派及思
想並加以貶低之心。從眞實之佛大日如來的立場來看的
話，根據本有狀態即是最高立場這一說明，大日如來的
教法下包括了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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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龍寺石刻惠果阿闍梨空海阿闍梨

因此，從大師看來，自身的宗教活動和社會事
業活動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作爲信仰對象方
面，在大日如來和諸佛、諸菩薩、諸天之間也
沒有任何差別。這也是大師信仰的要點。

那是我（指筆者仲田）曾經參拜位於滋賀縣湖

北的朝日山常樂寺（眞言宗泉湧寺派總長藤
田俊教師兼務）時候的事情。這裡有「准四國
八十八所靈場」，很多信奉者來此參拜。其中
有一位叫山崗的人，我問他：「請問你要以何
種心情來參拜大師呢？」他說：「大師的背後
有很多佛、很多菩薩。如果參拜大師的話，就
能夠參拜所有佛了。因此，我們要無條件地唱
誦『南無遍照金剛，南無遍照金剛』。」眞言
宗所說的大日信仰、不動信仰、觀音信仰、藥
師信仰、地藏信仰，以及各種各樣的信仰都是
以大師信仰爲中心，扇形狀拓展開來。

二、支撐大師信仰的基礎

信仰大師的人都會讀過《密宗安心教示章》。
建議大家好好讀讀第十九「大師恩德章」。

「高祖大師入定已經有一千多年了，如果細數
出定期限的話，那將是遙遠的五十六億年以後
的事了，然則悲願深重，日日從微雲管中（彌
勒淨土眺望衆生界之孔），觀察末世行者精進
與否。故，若凝聚三業淨信，與在世無異，利
益不僅惠及今世來世，更以諸佛方便最大程度
地幫助到無佛世界的衆生，因而將金剛不壞的

定身留在此地，日日處處在各遺跡中分身散
影，應用無窮。因此，正如大師誓願中所說，
『我後生之門徒，縱不見我現相，每見到我形
像，生眞相之想，每聞我教，住我言音想，我
以定慧力攝取不捨』。如今我等，假使聽到一
句法音，就能夠作祖師言音之想，向著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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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禮拜眞人想，並能繼承眞言持誦的話，就會得到攝受的
益處，並應堅信會滿足現世和來世的所願。」

大師的入定持續到未來佛彌勒菩薩出現在此世爲止，在此
期間，分身散影到痛苦的衆生身上，注入大慈大悲。正如
此文所示，從眞言宗的教義看來，大師絕不會去世。這並
非是單從精神方面來講，而是肉體也好、靈魂也好都是活
著的。稱之爲入定留身。
在這裡，有一個記錄。

延喜21年10月21日夜晚，大師出現在御賜「弘法大師」
諡號的醍醐天皇的夢中。對天皇說道：「我的僧衣破舊不

堪，請求天皇御賜宸惠。」天皇派遣觀賢僧正（853-915
年）將暗紅色的御衣送到高野山上大師的廟中。其時，觀
賢僧正在窟內禮拜了姿態與生前完全一樣的大師，恭恭敬
敬地爲大師剃掉了長長的鬚髮。

自此，在每年3月21日的大師正御影供上，模仿這一古傳
舉行御更衣儀式。如今，它成爲了高野山祭祀活動中重要
的法要儀式之一。

在此，需要大家一同思考的並不是此紀錄中所記載的內容
是否屬實、是否具有眞實性，而是這裡所存在的大師信仰
的根基。將高野山山坳感同大日如來的懷抱的大師，悄悄
地寄身於此，展開了生機勃勃的曼荼羅的世界，永遠的生
命的世界。我從中發現了大師作爲山嶽修行者通過深厚的
神秘體驗的不斷積累而獲得的靈通的一面。

大師信仰的核心支柱爲「大師尚活在此世」的入定留身、
「願願慈悲濟度無量衆生」的分身散影思想。弘揚了這一
思想並且在鞏固高野山就是現世淨土的信仰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的正是觀賢僧正。觀賢僧正開創了修驗道、修驗者

的聖地——醍醐山。他是聖寶理源大師的弟子。關於觀賢
僧正有這樣的故事。

故事發生於聖寶大師在讃歧巡錫之時。一天，大師來到路
邊柳蔭下，準備在水邊洗手。看到此情景的一位童子說：
「這裡的水不乾淨，您到其他地方洗吧。」聖寶大師笑著

說：「佛祖的教義中，淨與不淨又有什麼區別呢？」童

Ekayana
朝聖之旅

37

子笑著說：「那你爲什麼要洗手呢？」聖寶大師
被這位童子的話所憾動，在征得童子的父母同意
後將童子帶回了醍醐。童子不久即出家，探究三
論、學習密教，成爲了聖寶大師優秀的弟子。此
時的童子即是觀賢僧正，後來成爲醍醐寺第一代
住持，歷任了東寺長者、高野山座主。與觀賢僧
正淵源頗深的醍醐寺是於昭和51年迎來寺院開創
一千一百年的眞言宗名刹。

三、傳說裡講述的大師信仰

被賜予大師稱號的日本高僧有很多。如今，說到
大師即意味著弘法大師般，「御大師」的名號十
分出名。與大師稍有淵源的地方，都建造了寺

院，或是建造了八十八所靈場，也都有著爲數不

少女乞求手腳護套用布。於是，少女將還沒有織

要說大師傳說的寶庫，畢竟還是四國。有關於大

良，親手雕刻了千手觀音像交給少女。少女立現

少的傳說。

師誕生的傳說、修行中的傳說、巡錫中的傳說等
等。其中，流傳於「四國八十八所靈場」的傳說
可以說是原版，也被認爲是流傳到全國各地的傳
說的根源。

這裡記述幾個有代表性的傳說。

◎在四國第一番札所的里院中，有天平五年

（733年）行基菩薩開創的東林院，被通稱爲
「播種大師」的寺院。大同三年（808年），大
師居於此寺的時候，爲了鼓勵農業，自己拿著鐵
鍬播下大米和小麥的種子，並爲當地人祈念，祈
禱他們不得疫病，不遭受旱災，村民們由此獲

救。因村民們十分仰慕大師的高德，大師在離開
寺院時，親自雕刻了等身大的雕像留在了寺中。
村民們將此像稱爲「播種大師」，對此十分信
仰。

◎這是大師路過切幡寺附近村子時候的事情。當
時大師來到一戶貧窮的農家化緣。一位正在織布
的美麗的少女給大師拿來了食物。第二日、第三

日……大師持續到此化緣。第七日去的時候，向

完的布剪斷交給了大師。大師感動於少女的善

觀音相，即身成佛。這就是十番札所切幡寺的緣
起。

◎番外札所中有「鯖大師」。

大師在路經此地的時候，遇到一位馬夫趕著一匹
背上馱了很多鹹鯖魚的馬經過，於是大師向馬夫
化緣一條鯖魚，馬夫拒絕了大師的要求。馬剛走
了不遠就突然動彈不得，馬夫感覺蹊蹺，於是送
給了大師一條鯖魚。大師將鯖魚放回海中，結
果，此前死去的鯖魚又復活了，在海中游來游

去。於是在被稱爲鯖大師的地方，安置了拿著鯖
魚的大師像。

◎衛門三郎被稱爲遍路的元祖。他雖然是伊予國
的長者，但是因爲十分貪婪，村民們十分懼怕
他。

大師來到此地的時候，多次托缽去衛門三郎的家
化緣。結果每次去都被趕了出來，第七日去的時
候，差點被衛門三郎用竹掃帚打出來。大師用手
中的托缽擋住了掃帚，頓時缽裂成八塊，向山的
方向飛去。自此，這座山就被稱爲「缽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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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從第二天起，三郎的八個孩子逐個夭折。

時的總理池田勇人夫妻年輕時候的照片，後面

找到大師向大師道歉，於是踏上了四國遍路的

癒」。當時雖然我不知道這位修驗者想拜託

三郎想到前幾日的托缽僧應該就是大師，決心
旅途。第二十一次巡拜四國的時候，在杖杉庵
處病倒。此時，大師出現並消除了他的惡業，
對他說道，無論有什麼願望都會幫他實現的。

因爲三郎是伊予的貴族——河野家族，所以他
希望能夠轉世成爲河野家族的後代。於是，大
師在一塊小石頭上寫下「衛門三郎再來」，讓
其拿在左手上。隨後，河野家生了一個男孩，
因其左手緊握不肯伸開，故前往石手寺參拜。
隨著左手的伸開，發現手裡握著一塊小石頭。

苞木安產大師、肺大師、星供大師、子安大師
等，以及從子安櫻花開始的三度栗、無口蛭、
櫻貝、筆草、無尾貝等七個不可思議故事，還
有弘法清水、弘法芋、弘法蕨、大師杉等關於
大師的傳說非常多。另外，「愚蠢的傳說」以
及「偏激的傳說」中對大師形象的描述有著很
大程度上的歪曲。但是，傳說中主要所蘊含的
是以與「民衆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爲話題，
大師的誓願「願願慈悲濟度無量衆生」之心貫

穿始終。這些傳說本身弘揚了四國遍路的習
俗，或者成爲四國遍路興起的原因，並引導人
們堅信大師信仰。

能夠講述出這些傳說的很多大師的信仰者，被
認爲是樞紐性的人物們都被評論爲神秘的修驗
型眞言家，同時不能忽視的是，他們都是繼聖
寶大師和觀賢大師之後的修驗者、山林修行者
以及念佛的遊行聖等所謂的民間佛道者。

四、四國遍路展現的大師信仰

我記得那還是學生時代的事情。九州的一位修
驗者拿著一張很舊的照片，來此探訪前代順海
和尚（醍醐寺九十九代座主）。這張照片是當

寫著「同行二人，南無大師遍照金剛，此病痊

的內容是什麼，但是我抱有一個懷疑，那就
是「池田首相眞的進行了四國遍路嗎？」但
是，最近我發現在鐮田忠三郎所著的《遍路日

記——乞食行腳三百里》的序言中，有池田勇
人總理大臣親筆寫的文章：「按照我的原則，
原本不會去寫這類文章，但是四國遍路另當別
論。遍路是我曾經親身體驗過的事情，也是我
疾病痊癒的機緣。現在想來，我認爲我的思維

方式的基礎中有些是來源於當時的體驗。沿
著千百年前大師走過的三百六十二里路（約
一千四百公里），同樣一步一步徒步走過的人
會感受到上天的引導，也會明白人類絕不是飛
躍般進化而成的。可以說現代人正沿著我們祖
先所尋求並走過的道路，哪怕形式有所不同，
也正同樣地在走著。如果偏離了人間正道，那
麼就會一事無成。我唯求『不說謊』、『行爲
正直』，是因爲對天命也好，或者是道也好，
或者說看不見的力量的引導，保持謙虛、誠實
和正直的心靈。」

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從中感受到了大師信
仰的生命力。在千百年歷史的長河中，西行法
師和一遍上人也曾走過這條路。很多善男信女
都感受到自己所走過的三百六十二裡行程，正
是自己將要走過的人生道路，或者同時感受如
前文中所說的「上天的引導」，而進行遍路。

這便是很多遍路者或多或少能夠感受到的東
西。遍路者會感到一根金剛杖裡存在的大師，
將自己的身心都託付給大師，在被大慈大悲之
心所包圍的同時，感受著人間的情懷，感受著
自然的恩惠，在一邊聽著靈驗談，邊思及同行
二人之事中，有著遍路的眞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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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師信仰就在其中

據說至迎來弘法大師誕生一千二百年的昭和
四十八年爲止，已參加過四國八十八所遍路的遍

路者達到了二十多萬人，在大師誕生靈地善通
寺，聽說有一百多萬人的參拜者，十分繁盛。據
報導，近年來，正月的頭三日，在全國聚集最多
參拜者的就是川崎的平間寺（高橋隆天貫主），
通稱川崎大師。從這個事實來看，大師信仰被作
爲對祈禱家庭安全、交通安全、疾病痊癒、事業
盛大、學業有成等除災招福的方面絕對靈驗的信
仰對象而廣受信仰的。這裡我想強調的是，這些
大師信仰並不是由誰制定的策略，或者按照所預
想的如願以償弘揚開來的。每一位參拜者若能思
慕大師，就會經由某種方式，或通過眼睛、耳朵
及身體，感受到大師的靈魂和加持力。

群落中的大師信仰也好，超級大師信仰也好，隨

著時代的變遷，其信仰形態會隨之變化的。但
是，不能忘記的是其內在的、千百年來源遠流長
的大師信仰的繼承。在高野山的裡院，流經御廟
前的玉川旁有一座御供所，在這裡備有供奉給御
廟的供品。每日淩晨三點，備好的供品會供奉在
御供所旁邊的「毒味地藏」，隨後，放到燈籠堂
御廟前。所有做法好似侍奉活著的人一般，十分
恭敬。

本體。宇宙的本體即是大日如來。爲尋求道和尋求

如今，人們從各方面對「密教」加以評論。有各

金剛杖的鈴聲中，有著對一切生命的尊敬，途中將

種各樣的思維方法、解釋方法。但是，我作爲眞

言行者，當然還是從大師信仰中尋求密教的眞
諦。從身著白衣，配備手腳護套、斗笠，右手拿

著金剛杖，杖上掛著鈴鐺，前去參拜大師的遍
路者的姿態中可以發現密教的教義。遍路者將右
手所持的金剛杖視爲弘法大師，對其極爲尊崇。
其上部模仿五輪寶塔形狀，「地、水、火、風、
空」這五大，再加上「識」，也就是「心」，形
成了「六大」，代表了眞言密教中教說的宇宙的

大師而一心一意走下去的旅行，每邁出一步之前的
自己的心靈交給大地、交給水、交給火、交給風、
交給空，會有終於回歸了自然的感覺，並渴望得到
清淨乃人之常情。當想到「清淨的大自然」「大自

然中的我」以及「終於能夠回歸到此場所」的時
候，我們今天不得不思考的大問題也就能夠找到突
破口了。大師信仰的繼承者和先驅者們都將「大自
然」作爲宇宙的本體，作爲大日如來，作爲大師加
以珍惜。「清淨的大自然，其中的絕對生命」中蘊
含著大師信仰的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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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こに見る密教の神髄―
作者
仲田順和

大師信仰と霊場

弘法大师空海

一、大師のみこころ

弘法大師・空海（大師様）が、師匠の恵果阿闍梨を追慕する
美しい一文があります。

「たとえ、財帛、軫をまじへ、田園、項をならぶれども、愛
くることありて、貯わることなし、資性をもののかずともせ
ず、或いは大曼茶羅を建て、或いは僧伽藍処を修す。貧をす
くうには財をもってし、愚を導くには法をもってす。財を積
【作者簡介】
仲田順和
總本山醍醐寺第103世座主大本
山三寳院第五十二世門跡眞言宗
醍醐寺派第十一代管長

まざるをもって心となし、法をおしまざるをもって性とな
す。かるがゆえに、もしくは尊、もしくは卑、むなしく往き
て、みちて帰る。近きより、遠きより、光をたずねて集会す
ることを得たり」（性霊集・巻二）

唐へ留学中、多くのお弟子の中より選ばれて、認めた恵果和
尚碑の一文です。

貧しきものには財を、愚かなるものには知識を授け、身心の
悩みを救って衆生を済度するという理想、おそらくは恵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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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遍照金刚』とお唱えするのです。」と語られ
ていました。

見い出します。お大師さまは、常に「衆生済度し

眞言宗でいうところの大日信仰、不動信仰、観音

した教格、実修実証の世界を歩み続けられていま

は、大師信仰を要とし、扇のごとく広がっていま

てやまじ」の大誓願に心をおかれ、人間を中心と
す。人格を中心とした教え、そこに、お大師さま
の仏教があります。そして、その立場を明記した
書物に『十住心論』があります。この書物には、

信仰、薬師信仰、地蔵信仰、これらの色々の信仰
す。

人間の心の世界を十に分類し、それぞれに仏教各

二、大師信仰をささえるもの

れを比較検討し、眞言密教こそが最高の心の世界

お大師さまを信仰する人なら誰でもが奉読する

の現象や存在は、この教えの中に摂受してしまう

師恩徳章」は呼びかけます。

宗派、印度、中国の宗教、思想をあてはめて、こ
であり、究意的な立場であることを明示し、一切
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こには、決して他の宗派や思

『密宗安心教示章』があります。その第十九「大

想を低いものとして、けなすこころみは微塵もあ

「つらつら高祖大師の御入定を顧みれば、既に千

の立場からみると、そのままが最高の立場である

かなり。然りと雖も、悲願深重なれば、日々微雲

りません。このことは、眞実の仏である大日如来
という説明によって、大日如来のおそでのもとに
一切を包んで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す。

したがって、お大師さまからみれば、御自身の宗
教活動も、社会事業的活動もその間には何の差別
もないのです。大日如来と諸仏、諸菩薩、諸天の
間にも信仰を対象としては、何の差別もないので
す。ここに、大師信仰の要があります。

かつて滋賀県湖北にある朝日山常楽寺（眞言宗泉
涌寺派総長藤田俊教師兼務）に詣でた時のことで
す。ここに「準四国八十八ヶ所霊場」があり、多
くの信者が参拝していました。その中の一人、

山岡さんという方に「どうゆうお気持ちでお大師
さまに詣られますか。」とたずねました。すると
「お大師さまの後には、いろいろな仏さま、いろ
いろな菩薩さまがつい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です。お
大師さまをおがめば、すべての仏さまをお詣りで
きるのです。だから私は無条件に『南無遍照金刚

有余年の古、又出定期限を数うれば、五十六億遥
管の裡より、末世行者の信否を鑑みたもうが故
に、三業の浄信を凝せば、在世に異なることな

く、二世の勝益に預るのみならず、彼の諸仏の方
便に漏れたる無仏世界の衆生までも、余さず助け
んがために、金剛不壊の定身を此の土に留め給

い、日日処処の遺跡に分身散影して、無窮の応用
を垂れ給う。是故に、御誓願の言葉にも『我が後
生の門徒、縦へ我が現相を見ずと雖も、我が形像
を見るごとに眞相の想を生じ、我が教を聞くごと
に、我が言音の思いに住せば、我れ定慧力を以て
摂取して捨てず』とのたまへり。されば今我等、
假令一句の法音を聞くも、祖師言音の思いをな

し、尊影に向いては、眞相を拝したてまつるの想
に住して、眞言念誦相続すれば、摂取の利益にあ
づかり現当二世の所願を満足せんこと疑いなしと
深く信ずべきなり。」

お大師さまの入定は、未来仏である弥勒菩薩が、
この世に出現するまで続き、その間に、苦しめ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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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生の上に分身散影（おでましになられ）して大

眞実性の有無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に大師信仰の

ごとく、また、眞言宗の教義からしても、お大師

に、大日如来の御懐を感じ、そこへそっと身をよ

慈悲をそそが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この文が示す
さまは決して死んではいらっしゃらないのです。
これは単に精神的な意味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肉
体的にも、霊魂的にも、ともに生きていらっしゃ
るのです。入定留身と申し上げます。
ここに一つの記録があります。
「弘法大師」の諡号をおくられた醍醐天皇が、延
喜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の夜、御夢枕に大師が立
たれ、「わが衣弊朽せり、願わくは宸恵を賜わら
んことを請う」と告げられました。天皇は、観

賢僧正（八五三～九二五）をつかわして檜皮色の
御衣を高野山にある大師の廟所にとどけられまし
た。この時、観賢僧正は、御生前と全く変わらな
い大師のお姿を窟内に拝し、のびていた鬢髪を剃
ってさしあげ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以来、毎年三月二十一日の大師正御影供には、こ
の故事にならい御更衣の式が挙行されています。
今日では高野山一山の行事の中で重要な法要式の
一つになっています。

御一緒に考えたいことは、この記録の示す事実・

基盤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高野の山ふところ

せられ、曼荼羅の世界、永遠の生命の世界をダイ
ナミックに展開させる大師、私は、そこに、お大
師さまの山岳修行者としての深い神秘的体験の積
み重ねから得られたところのシャーマン的な一面
を見い出すのです。

大師信仰の大きな柱「大師いまだおわします」の
入定留身、「衆生済度してやまじ」の分身散影、
このおもいを広め、高野山が現世の浄土であると
いう信仰を固めるのに大きな力となられたのが観
賢僧正です。観賢僧正は修験道、山伏のメッカ醍
醐山を開かれた。聖宝理源大師のお弟子です。観
賢僧正についてこんなお話があります。

聖宝さまが、讃岐を巡錫された時です。路ばたの
柳の蔭に立ち寄られ、水辺で手を洗おうとしまし
た。それを見ていた童子が、「その水は不浄な水
です。ほかでお洗いください。」と云いました。
聖宝さまは笑いながら「仏さまの教えには、浄、
不浄の差がどうしてあろうか」と云われると、童
子は笑いながら「それではどうして手を洗うので
すか」といったとのことです。

聖宝さまは、この童子の言葉にいたく心をうた
れ、童子の父母に乞い醍醐へ連れて帰られまし

た。童子はやがて出家され、三論を究め、密教を
学び聖宝さまの立派なお弟子になられました。こ
の時の童子、その人が観賢僧正であり、後に醍醐
寺第一世の座主となられ、東寺長者、高野山の座
主を歴任されたかたです。観賢僧正ゆかりの醍醐
寺も昭和五十一年には開創一千百年を迎える眞言
宗の名刹です。

三、伝説の語る大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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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号をおくられている日本の高僧は数多くいら
っしゃいます。今日、大師というと弘法大師を意
味するかのごとく「お大師さま」は有名です。そ
して、お大師さまと少しでもゆかりのある地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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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心のやさしさにうたれ、千手観音を彫り娘に渡
しました。すると娘は、観音様の相を現し、即身
成仏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これが十番札所切幡寺
の縁起です。

は、お寺が建ってたり、八十八ヶ所の霊場が造ら

◎番外札所に「鯖大師」があります。

ります。

を馬の背に一杯積んで通るのに出合いました。そ

れ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こには少なからず伝説があ

大師伝説の宝庫、それはなんといっても四国で

す。お誕生にまつわる伝説、御修行中のもの、巡
錫中のもの様々です。

中でも「四国八十八ヶ所霊場」に伝わる伝説はオ
リジナル的要素の根源のように思われます。いく
つか代表的なものを記述しましょう。

ここを、お大師さまが通りかかると、馬子が塩鯖
こで、大師は馬子に鯖一尾を所望しました。馬子
はこれをことわりました。するとしばらく行く

と馬が急に動かなくなりました。馬子は感ずると
ころがあって、大師に鯖をさしあげました。大師
はその鯖を海に放ちました。すると今まで死んで
いた鯖が生き返り泳いで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鯖
大師には、鯖を持たれた大師像が安置されていま
す。

◎四国第一番札所の奥の院に、天平五年（七三三

◎衛門三郎は、遍路の元祖と云われています。伊

まき大師」というお寺があります。大同三年

は恐れられていました。

年）行基菩薩の開基による東林院、通称「たね

（八〇八年）お大師さまがこの寺に留まられたと

予の国の長者でしたが大変貪欲な人で、村人から

き、農業を奨励されるため、御自身で鍬をとら

お大師さまがこの地を巡られた時です。何度とな

からないように、また干害のおそれのないように

追い返され七日目に行った時には、竹箒で打たれ

れ、米、麦の種を蒔かれ、土地の人々が疫病にか
祈念され村人をすくわれました。大師がこの寺を
去る時に、村人達があまりにも大師の高徳を慕う
ので、御自身で等身大の像を刻まれ残されたとい
うことです。村人はこの像を「種蒔大師」と称し
信仰しています。

◎大師が、切幡寺の近くの村を通りかかられた時
のことです。一軒の貧しい家に立ち寄り、食べ物
を乞いました。すると美しい娘が。機を織ってい
ましたが、食べものをめぐんで下さいました。明
日も、次の日も、七日目に行かれた時は、手甲、
脚絆にする布を乞いました。すると娘は、機にか
かっていた布を切ってさしだしました。大師は娘

く托鉢に衛門三郎の家へ行きました。行くたびに
そうになりました。大師は手にしていた托鉢の

鉢でそれを受けとめました。すると鉢は八つに割
れ山の方へ飛び散りました。以来、その山を「鉢
降り山」と呼ぶ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ところが、そ
の翌日からのことです。三郎の八人の子供がつぎ
つぎに死んでしまったのです。三郎は過日の托鉢
僧はお大師さまに違いないと思い、めぐりあって
お詫びしようと決心し四国遍路の旅に出ました。
二十一回も四国を巡って杖杉庵のところで倒れて
しまいました。その時に大師が現れて罪業も消滅
したので何でも望みがあればそれをかなえてやろ
うと云われました。三郎は伊予の家族河野一族で
あったため、河野の世継ぎとして生まれ変る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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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望みました。そこで大師は小石に「衛門三郎再

活」に直結していることを話材にし、お大師さま

家に男子が生まれましたが、左の手を握って開か

います。これらの伝説自体は四国遍路の風習を広

来」と書いて左の手に持たせました。のちに河野
ないので石手寺に詣で拝んでいただきました。す
ると左手が開き小石を握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
す。

の誓願「衆生済度してやまじ」の心で一貫されて
め、あるいは、広め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その起
りの一つの原因になり、大師信仰へのみちびきに
なっています。

スボキ安産大師・肺大師・星供大師・子安大師

そして、これらの伝説を語りついてきた多くの大

口なし蛭・桜貝・筆草・尻なし貝等の七不思議物

人達はマジカルな験者的眞言家と誰かが評してい

等々、さらには、子安桜からはじまる三度栗・

語り、弘法清水、弘法いも、弘法わらび、大師杉
等と伝説は数限りなく語られています。「こんな
ばかばかしい伝説」「ひいきの引き倒し」になる
ような伝説、そしてその伝説が語る大師の人間像
は、大きくゆがめられているような気さえしま

す。しかし、伝説の底に流れるものは「民衆の生

師信仰者、おそらくはその中心的存在と思われる
た、聖宝さま観賢さまに続くところの多くの修

験者、山伏、さらには念仏の遊行聖等、いわゆる
民間伝道者であったことは見逃すことが出来ませ
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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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国遍路が語る大師信仰
まだ、私が学生であった頃と記憶しています。九州
の一修験者の方が、先代順海和上（醍醐寺九十九世
座主）のもとへ一葉の古びた写眞を持って訪ねられ
ました。その写眞は、当時の総理池田勇人夫妻の若
かりし頃のものです。裏面に「同行二人、南無遍照
金刚、当病平癒」と書いてありました。修験者の依
頼のすべは知るよし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私は一
つの疑問を持ちました。「池田首相は本当に四国遍

路をしたのかな？」ということです。ところが最
近、鎌田忠三郎著『遍路日記―乞食行脚三百里』の

序文に池田勇人氏自から筆をとりこう書いてありました。
「私は、この種のものは書かない事にしているが、四国遍路については別
ったからである。今考えてみると、私のものの考え方の基本は、何かあの
時の体験に負うところがあるように思う、千百年前の昔、弘法大師が歩か
れた三百六十二里の道を一歩一歩歩いた人は、天の導きといったものを感
ずるだろうし、人間は決して一歩飛びに進歩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も良く
分るだろう。我々の祖先が求めて歩いた道を現代人も又、形は違うであろ
うが、同じように歩いているともいえる。人間の道を踏み外しては何事も
出来ない。私が「嘘をつかず「」正しくあれ」と念願しているのは、何よ
りこうした天命というか、道というか、目に見えない力の導きに対して、
謙虚であり、誠実であり、正直でありたいと思うからに外ならない。」

この一文に接した時、そこに、大師信仰の生命を感じました。千百年の歴
史の流れの中、西行法師も、一遍上人も歩きました。多くの善男善女が歩
いた三百六十二里の行程を、自分のあゆんでいく人生の道すがらを感じな
がら、また、文中にもある如く「天の導き」のようなものを感じながら遍
路して来ました。これは、お遍路さんが一様に大なり小なり感ずる気持で
す。一本の金剛杖にお大師さまを感じ、自分の身も、心も、お大師さまに
「あずけ」「まかせ」きり、大慈大悲のみこころにいだかれながら、人の
情を受け、自然の恵みを感じ、時には霊験談を聞きながら、同行二人の思
いをめぐらすところに、お遍路さんの眞髄があります。

朝聖之旅

である。遍路は私が曾て実行した事であり、私の奇病が全快する機縁と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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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そこに大師信仰があります
弘法大師誕生千二百年を迎えた昭和四十八年
に、四国八十八ヶ所を遍路したお遍路さん

は、二十万人以上といわれ、お誕生霊地善通
寺には、百万以上を数える参詣者で賑わった
と聞きます。また、近年、お正月三ヶ日に全
国で最も多くの参詣者を集めるのが、川崎の
平間寺（高橋隆天貫主）通称川崎大師と報ぜ
られています。この事実から大師信仰は、家
内安全、交通安全、病気平癒、事業盛大、学
業成就といった除災招福の祈禱に対して、絶
対的効験のある信仰対象として信仰されて来
ているようです。ここで注視したいことは、
これらの大師信仰は、誰かが作戦をねった

り、また、それが図にあたってひろがったも
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参詣者一人一人
が、何等かの方法によって、目、耳、身体い
ずれかを通してお大師さまのたましい、お大
師さまの加持力にふれ、お大師さまを思慕す
ればこそであります。

群集の中の大師信仰、マンモス大師信仰、時
の流れにより信仰形態も変化しましょう。し
かし、そこには千百年になんなんとする大師
信仰の相続があることを忘れてはなりませ
ん。

高野山・奥の院では、御廟の前を流れる玉川
にそって御供所があり、ここで御廟におそな
えするお供物が調達されています。毎朝三時
に調達されたお供物は、御供所わきの「毒味
地蔵」にそなえてから、灯籠堂御廟前に上進
します。すべて所作は生ける人に仕えるがご
ときであります。尊いことです。

今日「密教」が各方面から取り沙汰されて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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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す。色々なとらえ方、説明があります。し
かし、私は、眞言行者としてやはり大師信仰
の中に密教の眞髄を見い出します。

白衣に手甲・脚絆・菅笠、右手に金剛杖、そ
してその杖に鈴をつけお大師さまを訪ねるお
遍路さんの姿に密教の教えを見い出します。
右手に持す金剛杖、お遍路さんは弘法大師と
尊びます。その上部は五輪宝塔を形どり「地
・水・火・風・空」の五大と「識」すなわち
心をあわせて「六大」、眞言密教で説くとこ
ろの宇宙の本体をあらわしています。宇宙

の本体、それは大日如来であります。道を求
め、大師を求めてひたすら歩く旅、一歩一歩
踏み出す前の金剛杖の鈴の音に、生きとし生
けるものの生命を尊び、大地に心をよせ、水
に心をよせ、火にも、風にも、そして空にも
心をよせながら旅する時、やがて自然に帰る
日を思い、清浄であってほしいと思うのが人
の情でありましょう。「清浄なる大自然「」
大自然の中の私「」やがて帰るその場所」そ
こに思いをよせる時、今日、みんなで考えな
くてはならない大きな問題、その糸口がある
ように思われます。大師信仰の先駆者、相続
者はみんな「大自然」を宇宙の本体とし、大
日如来とし、お大師さまとして大切にして来
ました。「清浄なる大自然、その中の絶対的
生命」そこに大師信仰の尊さがあります。

Ekayana
朝聖之旅

47

四國遍路˙發心

――從煩惱走向快樂無憂連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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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老的四國遍路，是指巡訪與弘法大師空海

洲）終身名譽會長、導師智廣阿闍梨帶領來自中

弘法大師爲踐行佛法、利益衆生而走遍了這條

次兩次踏上四國遍路之旅。

有淵源的八十八所寺院的朝聖之路。1200年前，
1300多公里的旅途；千百年來，無數知行合一的

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澳洲等地的華人105人

修行人與大師「同行二人」，在這條穿山越海、

智廣阿闍梨說：「遍路即人生。在這個旅程當

今，這條被譽爲修行之旅、心靈之旅、人生之旅

去參悟人生的眞諦。希望大家都能夠通過『發

美麗而神聖的朝拜之路上尋找生命的答案；如
的聖道，每年吸引著約50萬人從世界各地前來朝

拜。有的人甚至以四國遍路爲終身的修行，走了
上百遍……

四國遍路分爲德島縣的發心、高知縣的修行、愛

媛縣的菩提和香川縣的涅槃四個階段。2015年11
月至2016年3月期間，「一步一弘法」華人四國

遍路在日本乃至華人世界引起廣泛關注。短短5
個月的時間裡，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

中，在弘法大師『同行二人』的陪伴之中，我們
心、修行、菩提、涅槃』的心靈之旅而達致『快
樂無憂』。」

遍路團員們帶著嚮往和祈願，在與弘法大師頗具
淵源的聖地巡禮朝拜，感受內心的觸動，聆聽智
廣阿闍梨的開示，這場別樣的心靈之旅，帶給了
團員們終身難忘的人生體驗。

《朝聖之旅》欄目從本期開始分四次連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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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修行、菩提、涅槃」各個階段遍路中的見聞趣
事和遍路團員們的感悟，以饗讀者。

見聞趣事

遍路途中處處充滿著驚喜與感觸，追隨弘法大師足
跡的我們也逐漸領悟著遍路的含義。遍路即人生，
無論是路上的陽光或風雪，還是轉角邂逅的感動和
感慨，都可以視之爲佛陀的加持。

烏冬暖暖內含光

49

的佛法之外，還帶回了許多先進的技術、藝術和文
化，據說烏冬麵就是其中之一。

在發心之旅中，2月24日一乘團隊在濛濛細雪中圓滿
了「四國遍路第一險」第12番燒山寺的巡禮，來到

了被同行的翻譯——陸師兄稱爲有著四國「最好吃
的烏冬麵」之稱的田中食堂。

小巴在參天古木和清澈溪流圍繞著的山路中蜿蜒穿
行，最終停在一間其貌不揚的雙層小樓旁。晨雪帶
來的寒意加上參拜的辛苦讓大家迫不及待地魚貫湧
入這間小巧而整潔的餐廳，滿心期待著「最好吃的

趙千鶴

烏冬麵」可能帶來的驚喜。

在很多人的印象裡，烏冬麵是日本的特色美食，可

老闆娘和店員們用溫暖的笑容歡迎大家的到來，在

言密宗的祖師空海大師在繁華的大唐除了獲得殊勝

冬麵。乍眼看，烏冬麵和這家小店的外觀一樣，簡

是很少有人知道烏冬麵與中國的淵源。當年日本眞

一乘團隊入座後不久即爲每個人端來熱氣騰騰的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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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單、其貌不揚，茶色的清湯中盛著豆腐和烏

立，到現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媽媽從開店之初

滿了溫暖的幸福感，清澈的湯水味道濃郁，帶著淡

夠，但飯一定要讓大家吃飽。」

冬麵，別無他物。然而一口熱湯入胃，整個人都充
淡的甘甜，滋味無窮。與烏冬麵絕配的是豆腐，遍

就一直堅持著與衆不同的經營理念——錢收一份便

路團員們一身的寒冷立刻被咀嚼美食的滿足感所驅

小店位於四國遍路巡禮的必經之處，是幾乎每個遍

道友的面前只剩一個空碗，但很快，我們的空碗又

的經營理念能保持盈利嗎？難道不怕店被大家吃

走。不一會兒，在「刺溜刺溜」的吃麵聲中，很多
被熱情的老闆娘和店員們熱騰騰的一碗新麵所替

代。通過陸師兄的介紹，我們才知道在這家店無論
顧客續了多少碗烏冬麵，都只需支付一份麵的價
錢，以此讓所有人都可以毫無負擔地吃好吃飽。

老闆娘和店員們秉承著這個理念不遺餘力地「餵

飽」大家，笑臉盈盈地端來一碗又一碗滿滿的烏冬
麵，撤掉一個又一個吃得乾乾淨淨的空碗。老闆娘
告訴我們，店中的最高紀錄是14碗烏冬麵，「請大
家加油，打破這個紀錄」。

路人都不會錯過的寶地，大家都很好奇，這樣奇特
「黃」了嗎？

老闆娘微笑著聽著大家的問題，對大家的關心表示
謝意並眞誠地說：「掙錢維持生計確實很重要，但
是我和我的媽媽一直都認爲，與從全國各地甚至世
界各地來到這裡的人們結下善緣，比賺錢重要得

多。」老闆娘還告訴我們，她的媽媽在創立這家小
店之初也遇到過一些經濟上的壓力，然而憑藉著善
良的發心和眞誠的態度，這家小店很快在遍路的人
中口口相傳，成爲了當地極具人氣的烏冬麵店。

遍路團員們吃得滿心歡喜的同時，不禁對這位有著

老闆娘說，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心願踏上遍路的旅

兄和衛娟師兄的帶領下，我們對老闆娘進行了簡單

或者是爲了什麼理想和祈願而使他們踏上遍路的旅

獨特經營方式的老闆娘又敬佩又好奇。飯後在陸師
的采訪，到底是什麼樣的發心讓老闆娘這麼「大
方」？

老闆娘向我們介紹道：「這家小店由我的媽媽建

程，無論是他們的人生中碰到了什麼挫折和煩惱，
程，她都希望這個小店能成爲他們溫暖的歇腳之

處。當地物產並不是很豐富，所以她發心要讓大家
吃飽吃好，在接下來的遍路途中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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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遍路人在回家之後都會寫信對這家小店在

在寺院人員的帶領下一乘遍路團的成員們穿過

氣旺了，財氣才會旺，所以看到來到店裡的客

天，出現在面前的精美的中式園林景觀給大家

遍路途中給予的照顧表示感謝。老闆娘還說人
人吃得越多她越開心。

一席話讓大家聽後讚歎隨喜不已，沒想到遍路
沿途一個小小麵店的老闆娘都能爲大家帶來
如此有啟發性的一節課。老闆娘的生意沒有

將賺錢放在首位，而是以利他、服務他人之心
出發，並用心將一碗麵做到極致，用心做到最
溫暖的服務，給來往吃飯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

一扇質樸的小木門，沒想到木門後面別有洞

帶來了十足的驚喜。不同於日式的枯山水，這
個寺院後面的園林景觀古樸天然，寬敞大氣，
形態各異的巨石和樹木形成不一樣的景色，眞
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而
在一旁小屋前等待大家的住持看到這麼多中國
遍路團成員們也是面露喜色，問大家是否能認
出寺院後面是哪裡的風景。

象和無限的好感，不僅爲小店贏來了過人的口
碑，也成爲當地一個地標式的存在。

國分寺住持的中國情緣
黃堯
第15番靈場國分寺，是一座禪宗曹洞宗的寺
院，本尊爲藥師琉璃光如來。

因爲到達時天色已晚，正在大家擔心是否還有
足夠時間參拜這座寺院時，寺院方面告訴我們

大家興奮不已地猜測起來，但最後還是住持忍

興，特意將關門時間延後。住持的好意讓大家

他完全仿照江西廬山景色而修建的。在交談中

住持聽說遠道而來的中國遍路團來巡拜很高

十分感動，在陸續朝拜完本堂和大師堂後，智
廣阿闍梨帶領大家拜見了該寺住持。

不住笑意盈盈地告訴大家，寺廟裡的園林都是
大家得知，原來這位住持一直保持著與中國的
友好交流，至今爲止已經去過中國五十多次，
極其熱愛且尊敬中華傳統文化。他尤爲喜愛廬
山的山水，這才有了我們看到的模仿廬山風景
的園林。

眼前迷你版的五老峰、天生橋等場景，還有庭
院裡種植著的牡丹、梅花、菊花等中國代表性
植物，仿佛瞬間帶大家穿越回到了中國。住持
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讓大家在自豪的同時，更是
十分感動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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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開心動情處，住持還不怕麻煩地將自己收

多彩的形式體現著，同時，中國唐宋時期的傳

的成員們展示。其中，一幅來自清代嘉慶年間

文化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著舉足

藏的中國書籍和字畫一一拿出，向一乘遍路團
的書法眞跡最爲引人注目，因爲就算在中國，
它也稱得上是一件國寶級的文物，但它竟出現

統文化也一直影響著日本人民，對他們當今的
輕重的地位。

在了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日本僧侶手中。大家

這一番別樣的遇見讓遍路團的同學們充滿了喜

遇和驚喜。

的每一位道友。這個過程就像爲我們上了一堂

紛紛感歎：朝聖的旅途中，總有出人預料的奇

住持對大家講道：能有這樣的中國遍路團來到
他的寺院，他非常高興，因爲他被中華博大精
深的傳統文化所吸引著，更重要的是，中國的
祖師大德對他本人乃至整個日本文化都有著深
厚的恩德。住持一番講話感動了在場所有人，
每個人對自己遍路的意義又有了新的認識。

遍路是一場唐宋文化之旅。我們看到，不僅僅
是佛陀的教法在日本得以繼承且正以各種豐富

悅和觸動，住持老人家的中國情緣打動了在場
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課，讓我們深深體會到遍
路之旅亦是和平之旅，中日兩國1200年間一

直有著緊密的聯繫，我們應該在文化交流中互
相學習。

四國靈場國分寺之行，更讓同學們認識到了弘
法大師對中日文化和中日和平做出的巨大貢

獻，感受到唐密教法的殊勝功德和傳承祖師的
不共加持。同時，也需要我們後學者努力學修
繼承，將之發揚光大，這樣的精神和使命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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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激勵後世。

溫馨的邂逅
――與82歲日本婆婆的一面情緣
趙雷
第17番寺院——井戶寺，供奉著藥師七佛，
是藥師佛的道場。

寺內有一口井，相傳是弘法大師親手打造。
當年，當地的村民飽受供水不足而且水質渾

智廣阿闍梨贈送82歲的日本婆婆禮物

濁的困擾，慈悲的弘法大師就用自己的錫杖
挖井，一夜之後，清水從地湧出，後來便形
成了寺廟裡這口極具加持力的水井。爲了感
恩憶念弘法大師的恩德，從此村莊改名爲井
戶村，寺院也改名爲井戶寺。

智廣阿闍梨帶著弟子們參拜井戶寺時，不知
何時一位日本婆婆出現在遍路團中，滿面微
笑地走向智廣阿闍梨並恭敬地供養了阿闍梨
一袋食物。阿闍梨慈悲地接過婆婆的供養，
並回贈婆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禮物：一對充
滿祝福和解脫希望的瑪尼石。婆婆看著阿闍

婆婆爲我們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妙法蓮華經」

梨回贈的瑪尼石，竟然準確地爲我們念出瑪
尼石上刻著的「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妙法
蓮華經」。

這場溫馨的邂逅一下子拉近了我們和日本人
民的心理距離。有的道友好奇地和婆婆交

流，婆婆開心地和大家分享：她今年已經82
歲，家住附近，幾乎每天都會到寺院，見到
有緣人就會供養給大家食物。婆婆見到智廣
阿闍梨站在衆人之中十分莊嚴，而且對大家
進行智慧的教導，內心非常歡喜，覺得阿闍
梨很特別，就特意前來供養。

各位道友在與婆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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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告訴我們，看到這麼多中國人能來到日本
四國進行遍路，她感到很開心，非常歡迎更多
的人來。她希望能跟更多的人結下善緣，能夠
幫助更多衆生。

這位不相識的日本婆婆純潔善良的發心和行
爲，成爲遍路途中一個美妙且溫暖的小插曲。

一塊冰的加持
趙雷

第20番寺院——鶴林寺位於海拔550米的鷲尾

你們什麼時候化冰爲水呢？

冰開始慢慢地融化，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來。

山頂，寺院境內有風光明媚的靈山，可以眺望

「衆生的執著像堅固的冰，而內在的佛性如同

參拜結束後大家自行在寺內遊覽，可能是海拔

智廣阿闍梨輕輕的問話像一個小錘子砸在在場

冰。孝文老師伸手拿起了一塊薄冰，晶瑩剔透

話中的深意，如同堅冰在智者溫暖陽光的照耀

到遠處的紀州、淡路山峰甚至遠處的太平洋。

高溫度較低的緣故，有人發現寺院水缸內結了
的冰在陽光下閃耀著柔和的光芒。

流動的水，你們什麼時候能夠化冰爲水呢？」

每一位「冰塊」上，大家默默地體味著阿闍梨
下逐漸融化……

佛陀的教導在我們身邊無處不在，手中的冰非

大家對冰與水的思索在旅途中延續。夕陽西

些道友的思考。一位道友滿懷期待地問智廣阿

當幾位道友經過思考後再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常美，但在陽光下逐漸融化的現象也引起了一
闍梨：「上師，冰融化成水的現象有怎樣的密
義呢？對我們的修行又有怎樣的啟發？」

很多在場的道友聽到這個問題都頗具同感地點
了點頭，同時期待地看向智廣阿闍梨。有道友
則恭敬地把一塊冰拿到阿闍梨的面前。阿闍梨
接過這塊冰放在手中，微微一笑，拈冰不語。

這樣的場景靜謐而安詳，鼓勵著大家靜心體

味，用心思維，像極了經書中描述的釋迦牟尼
佛對大迦葉拈花不語的開示。

下時分，遍路團已經來到了第21番太龍寺，

的時候，智廣阿闍梨進一步開示：「衆生，
其實就是這個冰，而佛就是這個水。所以你
說冰跟水是什麼關係呢？冰是不是水呢？水

是不是冰呢？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其實我們
跟佛是一樣的。你融化了就是『佛』，而結成
塊了就是『凡夫』。結成塊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有執著，你有無明，那就變成凡夫了。如
果把無明消除了、執著消除了，你就變成了
『水』……」

佛陀不同於其他宗教裡的神，佛陀一直教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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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人人皆有如來本性，只不過因爲衆生的妄想執著，將自己內在的佛性「冷
凍」了起來。而我們若想要洞徹生命的眞諦，開大智慧，實在不需要向外求

索，只需向內去掉心中的無明執著，將自己的頑固堅冰消融瓦解，化煩惱爲菩
提，化寒冰爲智水。

這偶然發生的一幕，讓很多弟子深有感悟——冰，代表著凡夫堅固的執著；而
水則代表著覺悟。佛陀的智慧就像冬日的暖陽潤物細無聲。一塊小小的冰也蘊
含著甚深的道理，但如果沒有智者的引導，我們又如何能夠看破繁雜的現象，
直面事物的本質呢？

行走中的感悟

――四國遍路成員分享選編

朝聖，是修行，是內在覺性的旅程。四國遍路之旅，穿越千
年時光，承蒙祖師加被，遍路者內心的美好和智慧不斷地被
喚醒……
最好的感謝莫過於珍惜
孝文老師
感謝中日友人的支持，感謝恩師智廣阿闍梨的引領，感謝金剛道友的陪伴，感
謝我們共同的祖師弘法大師和惠果阿闍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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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感謝莫過於珍惜此行的收穫。我從中國傳到日本的茶道當中學會了「一期一會」，每一次的相會都
是人生唯一的一次，所以在同行的時候，我會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感謝。旅途一定會結束，宴會也會離
散，能夠把大家同行遍路所收穫的這些感悟和智慧，去踐行並帶給更多人幸福和快樂就是最好的珍惜和感
謝。

內心的美好和善良，加上覺悟的智慧，將是我們遍路最大的收穫。人生眞正的遍路，才剛剛開始，因爲有
「同行二人」的相伴，遇到問題時，這種收穫才能無往不利，才能夠自利利人，願一切的生命，都獲得幸
福快樂。

讓身邊的人都歡喜
馬寅
遍路途中，我們一路感受如同家鄉般的溫暖，日本友人對我們非常熱情。同時也受到寺廟裡蘊含著的唐風
文化的感染，這也讓我更充分地感受到文化是沒有國界的。

一路上，我深深體會到智廣阿闍梨經常教導我們的：佛法的修行並不是遙不可及，而是貫穿生活中的一切
細節。這些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生活中點點滴滴去力行的力量，在每一個時刻都覺知到當下，充分
認知自己，提醒自己做出正確的行爲。

願我未來在追隨智廣阿闍梨的修行中，能充分將這些天的收穫用在以後生活中的每一天，好好地對待家
人，好好地對待身邊的人，讓身邊每一個人都歡喜……

結語
智廣阿闍梨在發心階段圓滿時祝願
大家早日發現唐密中所講的「眞言
淨菩提心」——此心即是如來自然

智，亦是一切衆生自然本有心地實
際。這是一場行走的修行，放下世
俗的羈絆，和大師同行，回到自己
的內心，尋找人生的眞相，發現本
有的眞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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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慈善事業跟佛法
有沒有關係？
智廣阿闍梨答：

這要看你的動機。如果你做慈善事業只是爲了自己
的名聲，那應該不能算是眞正的善業，最終也將隨
著你的名聲化爲烏有。如果你是希望幫助別人，這
叫人天善法，也是一種善業，但不是一種非常殊勝
的善業，只能讓你在輪廻裡獲得一些人天福報。如
果你爲了個人的解脫而去做慈善事業，這是小乘的
修法，這些善業未來都會變成你個人超越生死、解
脫輪廻的資糧。如果你是發了大乘的菩提心去做慈
善事業，那任何的善業都會變成大乘成佛的資糧，

讓你不僅能夠解脫輪廻，而且能夠獲得圓滿的佛
果，利益一切衆生，這就非常殊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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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Is there a
connection between charity
and Buddhadharma?
Answered by Acharya Zhiguang:

It depends on your motivation. If you are doing charity only for
your own fame,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real, good
karma and will eventually fade and disappear along with your
fame. If you’re hoping to help others, which is called the worldly
good karma, although still one of the good karmas, but not the
supreme one, it will only gain you some worldly blessed rewards
in Samsara. If you’re doing charity for your own liberation,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Hinayana practice, the gained good karmas
will become the supplies for you going beyond life and death
and your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in the future. If you are doing
charity upon generating Mahayana Bodhichitta, any good deeds
will become provisions for your enlightenment in Mahayana.
You will not only liberate from Samsara, but also obtain perfect
Buddhahood, so as to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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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問：慈善事業をすることは
仏法と関係がありますか？
智廣阿闍梨答：

それは動機によります。もしただ自分の名声の爲に慈善事
業をするのであれば、それは本当の善業とは言えず、最終
的には名声と共に消え去ります。もし本当に人を助けたい
と願うのなら、それは人天善法と言い、善業のひとつで

す。しかし、それは輪廻の中で少しの人天福報を得るだけ
であり、殊勝な善業とは言えません。もしただ個人の解脱
の爲に慈善事業をするのであれば、それは小乗の修法であ
り、これらの善業は将来あなたが生死を超え、輪廻から解
脱するための資糧となります。もし大乗の菩提心を発起し
慈善事業を行うのなら、全ての善業は大乗成仏する爲の資
糧となり、輪廻から解脱させるだけではなく、円満な仏果
を得て、一切の衆生に利益を得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
れこそが最も殊勝な善業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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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
獲眞言宗「中僧正」
記者

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與智廣阿闍梨

胡玉英   夏衛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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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1日，在日本眞言宗醍醐派總本山醍醐寺舉行的「五大力尊仁王

會」先行法事圓滿的這一天，眞言宗醍醐派第十一代管長、醍醐寺第103世座
主、大本山三寶院第五十二世門跡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爲來自中國的智廣阿
闍梨頒發了中僧正僧階的辭令，這是眞言宗醍醐派首次向華人授予此高級僧
階。

眞言宗僧階共有十六階，中僧正是自上而下的第三階，即大僧正、權大僧

正、中僧正。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說，醍醐派寺院共1200多座，其中獲得中
僧正僧階的只有30多人。中僧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級別，醍醐派座主也一定
是在具備中僧正及其以上僧階資格的候選人中選拔出來的。

智廣阿闍梨，本名鄭賦，生於中國浙江寧波，自幼致力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學
習和探索。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阿闍梨向中國漢藏等地、斯里蘭卡、日本等
國的八十多位善知識學習，廣泛學修了漢傳、藏傳、南傳等佛教顯密教法。

1994年，於寶山淨寺首座慧梅阿闍梨前獲得漢傳密宗阿闍梨位。阿闍梨現任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終身名譽會長、導師，河南大准提寺、
無錫顯雲寺顯密講修院院長、指導上師。爲實現唐密教法重興以及中華唐宋

優秀文化回傳的百年夢想，自2004年開始，智廣阿闍梨數度遠赴日本，開始
系統學習自唐宋以來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佛教。先後拜訪了眞言宗、天台宗、
臨濟宗、曹洞宗、淨土宗等不同宗派的諸多高僧大德，深入學習唐密等各宗
殊勝教法。

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爲智廣阿闍梨頒發中僧正僧階的辭令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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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醍醐寺，是眞言宗十八大總本山之
一，爲日本眞言宗初祖空海大師的再傳弟子
聖寶理源大師於西元874年創建，後受到醍醐
天皇的尊崇，成爲天皇的敕願寺。從2012年

起，智廣阿闍梨跟隨醍醐寺現任座主仲田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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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的儀式，眞言宗醍醐派各分寺齊聚一
堂，共襄此殊勝法會，智廣阿闍梨也帶領36

位來自中國的華人弟子參加了法會。法會結束
後，座主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接見智廣阿闍梨
一行，並進行了親切交流。

大僧正猊下進行系列學修，並於2013年12月

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說，醍醐寺的法是1200

三寶院流第六十四世阿闍梨。幾年來，仲田順

傳到日本的，法脈一直綿延至今，從未間斷。

獲得醍醐寺傳法灌頂，成爲唐密眞言宗醍醐派
和大僧正猊下對智廣阿闍梨至誠懇切的求法有
求必應，傾囊相授，將眞言宗醍醐派三寶院流
法流傳承、修驗道當山派法流傳承等諸多殊勝
法要相繼傳與智廣阿闍梨。

一年一度的醍醐寺「五大力尊仁王會」是向五
大明王的化身——五大力菩薩祈求國家和平、

年前弘法大師從中國惠果阿闍梨那裡學來並

一千多年中，日本人民因爲學習了由弘法大師
傳來的佛法和唐代的先進文化，讓他們的生活
更加豐富和幸福。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希望能
夠將中國的法再回傳到中國，這是他的心願，
而智廣阿闍梨也有如此大願。他希望他傳給智
廣阿闍梨，再由智廣阿闍梨傳給有緣的弟子，
來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人民，乃至利益

智廣阿闍梨帶領華人弟子參加了醍醐寺「五大力尊仁王會」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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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世界。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說，當時惠果阿闍梨傳了很多的弟子，而弘
法大師是其中踐行最好的那個。現在智廣阿闍梨是他目前所有弟子中最有力
量的、踐行他所有教法最好的一個弟子。

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說：「智廣阿闍梨是眞正踐行弘法大師教育的一個人。
我從第一次見到智廣阿闍梨到現在，他眞的就是我想象的那個人，向我想象
的方向在發展。之所以我今天要授予智廣阿闍梨這麼高的一個僧階，是因爲
他能夠踐行，他有能力踐行，他會眞正實現唐密教法的回傳和重興，利益更
多的人！」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還說：「醍醐寺原封不動地把中國傳來的法
保留和傳承至今，我會把所有的教法完整地傳給智廣阿闍梨。」大僧正猊

下以雙手捧水的姿勢比喻說：「弘法大師從惠果阿闍梨那裡學來的法，就像
是滿滿的一碗水，傳承到現在一滴都沒有漏掉過。我現在也是希望，把我所
學到的每一滴水全部傳承給智廣阿闍梨。本來這些佛法和文化就是你們中國

的，我要還給中國。我是第103代，我想把所有的法都回傳到中國，讓中國人
民更好地理解佛法，然後在中國重興。我一直也是帶著這種心願給智廣阿闍
梨傳授。」

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認爲，現在日本大部分的學者不能理解深層、密意的教
法，只會看字面上的意思，這樣就很容易把弘法大師眞正的含義理解錯誤。
而智廣阿闍梨一方面在學習中國的教法，一方面在學習日本的教法，他的學
習能力和智慧都非常厲害，這樣加起來就是很完美的，他也正在踐行這些事
情。

智廣阿闍梨無比感恩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的栽培和支持。他說，在日本求學
的過程中，常常感動於日本高僧大德們對唐密回傳再興事業的支持，他們始
終不忘中華先祖的恩德，以反哺報恩之心眞誠回應著智廣阿闍梨的心願。智
廣阿闍梨說，看到弘法大師一生求法弘法的事蹟，看到他的事業所帶給日本
人民的利益，心中總是充滿讚歎和敬仰。但是更令人感恩敬佩的是惠果阿闍
梨，因爲這一切的源泉都來自於惠果阿闍梨當年的傾心傳授。

今天，以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爲代表的日本高僧大德們就像惠果阿闍梨一

樣，他們一代代珍藏並傳承著珍貴的教法，如今不遺餘力地支持智廣阿闍梨
將法流回傳華人世界，這份赤誠之心深深鼓舞和激勵著智廣阿闍梨，儘管個
人的能力是微弱的，遠不足以完成唐密回傳再興這一偉大的夢想，但在中日
兩國高僧大德、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在諸佛菩薩、傳承祖師的加持護佑
下，相信這一夢想一定會實現。

由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
加坡、澳洲）終身名譽會

長、指導上師智廣阿闍
梨，帶領來自新加坡及中
國的近30名學員，在新加

坡舉行了爲期2天的「來

自唐代的證悟傳承——天
記者
周曉萍 胡
   玉 英

―― 記新加坡第一屆『天台止觀禪修營』

快樂禪修 無上清涼

2016年2月17日至18日，

台止觀禪修營」。

Ekayana
智廣阿闍梨教授快樂禪

智廣阿闍梨年少時便開始學修天台宗，在天台法乳中深獲精粹。其法脈師承
于天台國清寺靜慧老法師、新昌大佛寺悟道老法師、上海寶山淨寺慧梅阿闍

梨、普陀山佛學院天台宗研究生導師沈仁岩大德。2004年起，阿闍梨東渡扶
桑，開始系統學習日本天台宗、眞言宗、臨濟宗等各派佛法。2013年於日本

天台宗祖庭比叡山延曆寺得度，獲日本天台宗僧籍；2014年6月，於比叡山行
院閉關修習，且滿行畢業；同年獲得比叡山延曆寺傳法灌頂，成爲日本天台
宗穴太流總持坊第七十五世阿闍梨；2014年10月，由日本天台宗第256世座主

半田孝淳大僧正猊下親自授予圓頓大戒；2015年10月順利通過天台宗僧侶最
高級別的廣學豎義考試，成爲日本天台宗大法師。

智廣阿闍梨在禪修營教學中把天台宗在中國、日本各自保留完好的清淨傳承
彙聚在一起，重現了唐代清淨完美的修法。

17日上午，禪修營正式開營，智廣阿闍梨身著莊嚴法衣步入法堂，爲大家作
了開營致辭，並對禪修營作了簡單介紹。

智廣阿闍梨曾學習了當今佛教界最主要三個傳承（南傳、漢傳、藏傳）中的
多種禪修體系，認爲在各個禪修傳承體系中最完備的，就是天台宗的禪修體
系。「教觀雙美，得道如林」，正是歷代高僧大德對天台宗「解行並重」的
讚歎。

天台止觀禪修體系的完備體現在其修法的每個環節：前行的二十五種方便，
初學的童蒙止觀，到次第止觀，到不定止觀、圓頓止觀，直至即生成佛的教
授都非常地圓滿。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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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天台止觀禪修究竟有什麼作用呢？「佛說種種法，爲治種種心。」智廣
問題。科技越發達，人心越煩惱。禪修最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教會我們如何
面對煩惱、調伏自心，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祥和的心靈。而且禪修修得好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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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闍梨說：「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人們缺乏身心的安定是當今社會的一大

的話，還可以眞正離苦得樂，最終達到快樂無憂之境——解脫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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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是我們靈感的源泉，通過禪修，可以沉澱我們的心靈，從「定」而能生
「慧」。對我們的工作、生活、事業和人生，都會有非常大的幫助。通過這
種「定慧力莊嚴」方能「身安道隆」，方能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覺行圓
滿。

禪修營的作息表是按照日本比叡山行院的作息方式來制定的，作息名稱沿襲
了比叡山行院從唐代傳下來的叫法。比如：小食即早餐，非食即晚餐，放心
即睡覺，覺心即早上醒來，勤行即做功課等等。一份帶著唐代氣息的作息
表，已經讓人感受到此次禪修營的厚重底蘊和清淨傳承。

此次禪修營內容非常豐富，除了座上的止觀禪修外，還
有誦經、吃茶、欣賞音樂等諸多方式的禪修，氛圍輕鬆
自在，無不滲透著智廣阿闍梨提出的「輕鬆修行，快樂
成佛」的修行理念。

吃茶是中國寺院裡很重要的一個項目，在古代寺院打禪
七時喝茶是必須的一道程式。「禪茶一味」之說就是指
在喝茶中修禪。

品茶禪修是學員們非常喜歡的一個環節，三位道友展示
了從日本比叡山學回的源自唐代的茶道表演，學員們在
學員座上實修天台止觀

阿闍梨的指導下體驗了「禪茶一味」的禪修。這不禁令
筆者憶起阿闍梨在日本洗心庵所作的一首偈頌：「露
地草庵道場，一會且坐吃茶。茶味若同禪味，輪迴涅
槃空華。」

不單在吃茶中可以禪修，智廣阿闍梨還教導學員在聆

聽音樂時如何禪修，並傳授了無本萬利的「咖啡禪
修」竅訣。學員們眞切感受到了快樂禪的善巧方便，

認識到「修行」完全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當
體驗「禪茶一味」

中，修行不離生活，生活中處處是修行。

在兩天的禪修營中，智廣阿闍梨爲學員們作了諸多殊勝精妙的開示，介紹天

的問題，爲學員答疑解惑；並反復帶領大家進行各種禪修方法的實修。

禪修營結束前，學員們分享了參營的感受和體會。一位企業家學員說，他是
做企業的，有很多的壓力。他曾經參加過很多的禪修，但從來沒有這一次禪
修的感受和體悟。以前參加的禪修甚至讓他產生過抗拒的心理，而這次禪

修，不僅讓他得到了身心的愉悅，更重要的是他學會了如何將禪修和日常生
活工作結合起來，非常地實用、有效。另一位學員也分享道：「禪修從來沒
有這麼開心過，禪修到最後要開心地笑出來了。」清淨傳承教法的加持眞是
不可思議。

智廣阿闍梨在閉營儀式上作了總結，對學員們禪修的體會和進步感到非常地
欣慰，並囑咐大家一定要好好地複習這兩天傳授的禪修竅訣：放鬆、專注和
覺知。通過不斷地練習，將修法融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中。

阿闍梨也提出殷殷期望：「如此具有清淨傳承的禪修，因爲可以非常方便地
融於日常生活工作中，又能切實解決現代人的煩惱和困惑，除了我們自己要
深入學習外，也希望未來能夠得到推廣，以幫助更多的人。」

第一屆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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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座上、座下以及歷緣對境中禪修的方法；以及如何解決禪修中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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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止觀傳承的來歷和特點，禪修的要點、禪修在現代社會的利益；教導了大

2016年3月8日，應無錫橫山寺住持計華法師的殷切祈請，智
廣阿闍梨蒞臨橫山寺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現場，爲現場來自全

國各地的200多名居士大德宣講寶篋印陀羅尼塔的殊勝功德，
開講《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同步

記者
吳 靜

記無錫橫山寺第一屆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

橫山寺的寶篋印陀羅尼塔

作了全球網路直播，利益了更多在虛空道場中聞法求道的弟
子。

無錫橫山寺的寶篋印陀羅尼塔建成於2015年10月，並由智廣

計華法師迎請智廣阿闍梨登堂講法

信衆念誦放生儀軌

阿闍梨按照唐密儀軌進行如法地開光加持，實

中，都感覺身心愉悅，清爽自在！

的信衆絡繹不絕。爲了讓信衆們更加深入瞭解

借此因緣，智廣阿闍梨爲參會道友開示了聽法

心，也爲了更好地弘揚如此殊勝方便的法門，

和生活中修持菩薩的六度、轉障礙爲道用的殊

寶塔的功德，生起對寶篋印陀羅尼修法的信

計華法師至誠祈請大恩上師智廣阿闍梨爲橫山
寺第一屆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主法。

法會第一天雖然風雨交加，而且不是節假日，

應有的發心和發心的功德，開示了如何在聽法
勝竅訣。法會現場一片祥和，大家聽得法喜充
滿，對窗外的電閃雷鳴、肆虐狂風都不禁生起
了無比感恩之情。

但還是有200多位居士大德排除障礙、風雨無

隨後，阿闍梨向信衆們開示了寶篋印陀羅尼塔

爲了求法排除萬難，向求法的方向邁出的每一

塗香、禮拜、轉繞、隨喜讚歎等等行持的無量

阻地參加了法會。智廣阿闍梨開示說：「大家
步，功德都是無量無邊的。」

的典故，宣講了對寶塔做清潔、莊嚴、供養、
功德。

法會第一天的上午，智廣阿闍梨和計華法師偕

據阿闍梨介紹，歷史上有兩次著名的建造八萬

細雨霏霏，乍暖還寒，當一筐筐的魚兒被放入

四千佛舍利塔，一次是中國五代時吳越王錢

同參加法會的信衆到太湖放生。初春的無錫，
太湖，重獲自由的時候，它們在湖面開心地翻
躍，歡暢無比。綿綿的春雨如同上師三寶的加
持甘露，飄灑在每一位現場信衆的身上。大家

弘俶造八萬四千寶篋印陀羅尼塔。因寶篋印
陀羅尼塔所在之處，有大神驗，威德殊勝，

能滿一切世間吉慶，所以寶篋印塔被譽爲「如
願塔」。能在橫山寺古刹建造殊勝的「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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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大自然的恩典和上師三寶的智慧加持

四千佛塔的公案，一次是古印度阿育王造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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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稀有難得。建成以來，前來瞻仰和轉繞禮拜

信衆轉繞寶塔

塔」，是無錫人民莫大的福報，這座寶塔將恆
時利益四方的有情衆生。

阿闍梨還開示，法王如意寶曾說過：「至於轉
繞的數目，上等者一萬圈以上，中等者一千圈
以上，下等者一百圈以上。」而清康熙年間藏
地高僧噶桑嘉措說：「轉繞佛塔的數量，應該
像修五十萬加行一樣，以十一萬圈爲妙。」阿
闍梨還詼諧地建議大家，以後散步時可以用右
繞佛塔的方式，休閒健身的同時還能集聚無量
的功德。在信衆的請求下，阿闍梨慈悲地爲大
衆口傳了轉繞佛塔的修持方法和轉繞咒，讓轉
繞更加如法，功德更加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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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闍梨在談到教法時，再次讚歎了發起「利美
（無派別）運動」的祖師大德們。「利美運
動」打破了門派之見，對「把佛陀的教法完

整地傳承下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佛陀
傳授八萬四千法門就是爲了對治衆生不同的煩
惱，對此，智廣阿闍梨勸請大家一定要廣學多
聞。阿闍梨說：「任何一句佛法的價值都是無
量無邊的。再多的金錢都不能讓我們了脫生

死，解脫成佛，但是一句佛法，就可能讓我們
獲得覺悟，離苦得樂。我們不管付出多大的代
價，哪怕只是聽到了一句的佛法，也是值得

的。」線上線下的道友深受觸動，更加堅定了
求法、惜法之心。

面對衆多的法門該如何抉擇呢？阿闍梨開示了
殊勝的竅訣：第一，要依止善知識；第二，親
近、請教善知識，善知識會根據每個人的根器
傳授適合的教法。

本次法會阿闍梨還開示了毘盧遮那佛大灌頂光

計華法師供養智廣阿闍梨寶塔

智廣阿闍梨贈送法寶與計華法師

眞言、蒙山施食、瑜伽焰口、穢跡金剛等修法

寶篋印塔的眞實縮小版寶塔給智廣阿闍梨，智

識，介紹了唐密在中國和日本的傳承情況。

給計華法師；阿闍梨同樣也向現場的每一位信

對唐密在中國的傳承，阿闍梨特別糾正了所謂
「唐密教法在中國已經斷絕」的說法。唐密教
法自唐代以後在中國逐漸衰微，但並沒有在中
國失傳，只是沒有獨立成派。唐密的教法在唐
代以後的各個時期，已經融入到了各大宗派裡

廣阿闍梨亦回贈了眞言宗念珠和三面大黑天像
衆贈送了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傾心製作的微型寶
篋印陀羅尼塔。此微型的「如願塔」既可以供
奉在佛前，也可以置於几案上，在家轉繞，還
可以隨身攜帶或放在車上隨時轉繞，非常地方
便。

面，每一個宗派都是顯密圓融的。所以顯密圓

阿闍梨更是殷重勸請四衆弟子要盡己所能修持

深情地開示：「『法』並沒有門派，唐密不屬

地獄門，開菩提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願

融也是漢傳佛教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阿闍梨
於任何一個門派，它是所有佛弟子都需要的，
繼承和弘揚唐密是佛弟子義不容辭的責任。」

有緣衆生都獲得暫時和究竟的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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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最後，橫山寺住持計華法師供養了橫山寺

寶篋印陀羅尼法門，借此殊勝的方便法門，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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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遍路團圓滿四國德島
「發心」之旅

智廣阿闍梨與平等寺副住持谷口眞梁合影留念

記者

趙千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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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由心想生。在紛繁的塵世中，如何安頓自己

的襲擊……很多遍路人倒在了遍路的旅途中，有幸

題。繼2015年11月第一批華人日本四國遍路團被國

衣象徵著逝者入殮的壽衣，遍路先人爲自己選擇這

的心，在新的一年喜樂順遂，心願圓滿，是個難

內外媒體廣泛報導後，遍路團員們的收穫感悟分享

引起了身邊人更廣泛的好奇與期待。2016年2月，眞
言宗醍醐寺三寶院流第六十四世阿闍梨——智廣阿
闍梨，在衆多弟子的祈請推動下，帶著幸運的36位
弟子又一次出發了。

走完全程的人也往往歷經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白
樣一身白衣上路，正表達了一種即便在遍路途中死
去也要求法的堅定信仰和決心。如今，智廣阿闍梨
帶領的華人遍路團也身著白衣上路，這不僅是對曾
經遍路者的致意，也是衆人不畏艱難險阻，追隨祖
師弘法足跡的內心寫照。

2月22日清晨，位於四國德島的靈山寺，作爲四國
遍路88所靈場的首站，迎來了智廣阿闍梨帶領的新

一批「一步一弘法」華人遍路團。在標誌著發心階
段旅程即將開始的匾額下，團隊一行身著白衣，頭
戴斗笠，頸佩半袈裟，手執金剛杖，懷著與弘法大
師「同行二人」的信念，跟隨著智廣阿闍梨鞠躬行
禮，步入山門。團友們笑容自在，步伐篤定，迎著
清冽和煦的春風，在清脆的鈴鐺聲中開始了這場心
靈之旅。

華人巡禮弘法大師足跡
高僧祝福開啟遍路序幕

團員們一身素淨的白衣踏上旅程

日本眞言密教源自中國，1200年前日本空海大師冒

「一步一弘法」華人遍路團在首站靈山寺舉行了

盛發展。如今，巡禮弘法大師足跡的四國88靈場遍

備了一份中文致辭歡迎「一步一弘法」遍路團隊的

著生命危險到大唐求法，使唐密教法在日本得以興
路朝拜之旅，已成爲日本知名的文化修行品牌，每
年吸引著約50萬人次的全世界朝拜者和徒步旅行愛
好者。

出發的前一天，「一步一弘法」的團員們收到了種
類齊全、樣式繁多的遍路裝備，其中最引人矚目的
是一身素淨的白衣。日本古代的遍路者在朝聖的漫
長旅途中往往面臨著難以想象的困難艱險。在四國
遍路88所靈場千餘公里的旅程中，風餐露宿乃是家

常便飯，更不用說崎嶇的道路，多變的天氣，野獸

隆重的啟動儀式，住持芳村秀全在儀式上特意準

到來。他對大家寄語道：「遍路的旅途不會是一帆
風順的，但無論遇到怎樣的困苦和磨難，我們都應
該用平常心去對待。無論是風霜雨雪，還是高山低
谷，都要從中用心體會大師的加持，圓滿遍路的意
義。今後在結束遍路回歸到日常生活中時，也要保
持這樣的心態來面對漫漫人生之路，靜心感悟來到
身邊的一切。」

芳村秀全住持還說，日本的佛經多數都是中文印

刷，對於大多數日本人來說，閱讀理解還是很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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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一路開示佛法引導大家

易的，他對華人能用中文閱讀浩如煙海的佛經感到
非常羡慕。

智廣阿闍梨感謝了寺中的精心安排，並就華人遍路
的意義爲大家作了精妙開示。沿著弘法大師的足跡
行走的「一步一弘法」遍路團，並非遊山玩水的觀
光團，而是有著更加深厚含義的修行團。智廣阿闍
梨爲大家開示了遍路的十種功德，並從信仰之旅、
文化之旅、和平之旅以及人生之旅等四個層面闡釋
了這支遍路團與衆不同的遍路意義。

芳村秀全住持的致辭和開示令團友們深切感受到中
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也生起了對唐密瑰寶
的殷重珍惜之情；智廣阿闍梨的開示令大家更深刻
地理解了遍路的內在精髓，也更理解了古今仁人志
士致力於唐密教法回傳再興的良苦用心。

早春寒涼的清晨，啟動式的智悲光明溫暖了每一位
遍路團員的心，拉開了令人驚喜和感動的六日遍路
旅程的序幕。

善知識見機逗教示正道
諸佛子圓滿發心覓菩提

日本四國遍路旅程由四個階段組成：發心、修行、

菩提、涅槃。此次由智廣阿闍梨帶領的團隊朝拜尋
訪的位於德島縣的23個寺廟全部屬於發心道場。

在參拜發心道場的旅程中，智廣阿闍梨爲大衆開示
了發心的法要，並時常以善巧方便引導著衆人如何
發心，如何領會弘法大師的菩提悲願，並如何由此
激勵自身更好地修行。這樣的旅程讓每一位參與的
團員都感到無比殊勝，收穫滿滿。在智廣阿闍梨這
位具德善知識的陪伴和引導下，衆弟子們在巡禮祖
師、參學唐密的旅程中處處覺知，充滿智慧。

智廣阿闍梨在開示中提到發心的次第，鼓勵大家根
據自己的修行程度，從發世俗菩提心開始，或最起
碼從發善心開始踏上遍路之旅，並爭取早日發現唐
密中所講的「眞言淨菩提心」——此心即是如來自

然智，亦是一切衆生自然本有心地實際。在路途中
弟子們抓緊每一個親近善知識的機會，提出了各種
各樣的問題與思考，尤其是這個團隊中有很多青年
學佛者，他們表現出強烈的求知求法欲，智廣阿闍
梨慈悲智慧的答疑和講法結合著親訪寺廟的實踐，
著實讓人心開意解，受用無窮。

智廣阿闍梨對華人遍路意義的引導在接下來的旅程
中都得到了印證。「一步一弘法」遍路團逐一拜訪
了位於四國德島的23所發心道場，路途中的點點滴

滴都體現著信仰之旅、文化之旅、和平之旅以及人
生之旅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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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一路開示佛法引導大家

在智廣阿闍梨智慧的指引下，團員們時時刻刻體會
著弘法大師的言傳身教，眞眞切切地感受著信仰之
旅。在清幽古刹中參拜穿越千年的寺廟、佛像、法

團友們還在燒山寺的漫天大雪中虔誠攀登著朝聖的
階梯，在寒風冷雪中走入慈悲溫暖的烏冬麵店，體
會著風雪無時、冷暖交加的人生之旅。

器、壁畫，品味源自中國的園林、書畫，如同唐宋

2016年2月27日，當最後一位身著白衣，手持金剛杖

的文化之旅中。

靈場藥王寺時，「一步一弘法」遍路團第二批爲期

遺風悠悠拂面，華人子弟徜徉在中華文化美輪美奐

在國分寺與熱愛中國文化的老住持佐藤玄由親切交
流，看他如數家珍地展示自己收藏的幾十本關於廬
山的書籍雜誌，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讚不絕口；在
井戶寺邂逅82歲的日本婆婆，她帶著溫暖的笑容供

的遍路團友轉身恭敬禮拜，告別德島縣第二十三番
六天的遍路發心之旅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尋訪弘
法大師足跡的他們不僅僅行走在信仰與修行的旅途
中，也同時行走在中日兩國民衆文化交流、和平友
好的旅途中。

養給智廣阿闍梨食物，並與華人遍路人熱誠交流；

回首望向黃昏中的藥王寺瑜祗塔在蒼茫的山色裡熠

老人家感動交談，聽到老人家熱情而堅定地表達日

友們都不禁感慨萬分，正如智廣阿闍梨所說，發心

也在藥王寺與偶遇的從事中日友好活動三十多年的
本文化和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淵源時熱淚盈眶；還
在聆聽智廣阿闍梨與平等寺副住持谷口眞梁討論中
日佛法交流、共同完成建塔利生事業時，領悟著和
平之旅。

熠生輝，想到巡拜之旅中的歷歷幕幕，遍路團的團
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是一天就可以發起、圓滿。
在弘法大師「虛空盡，衆生盡，涅槃盡，我願盡」
的悲願引領下，我們也要調整自己的動機，從善

心、世俗菩提心開始培養，直到發現自己的淨菩提
心。這是一場尋心之旅。

華人遍路團圓滿四國
「修行」之旅

記者 趙千鶴

初探芳蹤早櫻開，修行征程師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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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與最御崎寺住持島田信弘互贈禮物

早春三月，日本四國島高知縣的山海之間同時綻

色如何，當人們靜心合掌祈禱之時，內心所思所

俊美的山坡臺階上，「一步一弘法」華人遍路團

國、日本，亦或是世界各地的人們，大家對和平

放著依依不捨的梅花和初探芳蹤的早櫻。在陡峭
留下一行行追隨唐密祖師——空海大師弘法足跡
的堅實腳印，在善知識智廣阿闍梨的帶領下，完

想都是嚮往著美好。從這個角度來講，無論是中
美好未來的憧憬都是一樣的。

成了四國遍路第二階段之「修行」的巡禮，並於

智廣阿闍梨對島田信弘住持的發言表示贊同，遍

友人的支持和關注下，他們所到之地展開了多次

多、更豐富的交流。也希望華人遍路團能夠延續

第三階段愛媛縣的松山市圓滿結行。在衆多中日
中日友好交流活動，還有多位日本友人加入「一
步一弘法」一起遍路，在當地媒體和民衆中留下
一段佳話。

日本友人誠助力
最御崎寺起征程

在修行階段的起始寺廟最御崎寺，高知縣中日友
好協會、德島縣中日友好協會以及最御崎寺，共
同爲「一步一弘法」華人遍路團舉行了四國遍路
修行階段的啟動式。最御崎寺的住持島田信弘熱
情歡迎大家的到來，他致辭說，中日佛教交流源
遠流長，對今時今日來日本四國巡禮的華人遍路
團表示欣賞和敬佩。他還說，無論來自哪裡，膚

路之旅也是和平之旅，希望能夠促進中日之間更
一千兩百年前惠果阿闍梨和弘法大師的精神，用
心學習在日本保存良好的唐密佛法和唐宋文化，
利益中日兩國人民。

高知縣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岡林俊司以及德島縣中
日友好協會前名譽會長生田治夫也特意趕至啟幕
儀式的現場，爲即將啟程的華人遍路團加油鼓

氣。他們在致辭中共同表達了對遍路團順利圓滿
修行之旅的誠摯祝願，以及對中日友好、世界
和平的希冀。生田先生還提到，在日本有一個

說法，那就是老百姓所做的事情是會影響到官方
的。華人遍路團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團隊，但他們
在日本的友好交流也會幫助當地民衆更好地瞭解
中國，增進中日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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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之旅實不易
壯麗風景洗塵泥

在日本友人的美好祝願下，華人遍路團開始了高知縣16所修行道場的巡拜。
與發心階段的旅途不同，第二階段修行之旅是遍路四個階段中寺廟間相互距
離最遠、路途最爲辛苦的一段旅程。在此階段，遍路團經常要坐幾個小時的
巴士才能從一個寺廟趕到下一個寺廟，而到達寺廟往往還要攀登陡峭的山坡
和高聳的階梯。如此旅途尚且讓乘車遍路之人深感疲累，更不用說步行遍路
者的艱辛，但這樣的安排也正暗合了此階段的主題——修行。

遍路階段的旅程，另一個特點就是其壯闊的風

景。高知縣是日本森林覆蓋率排名第一的地

區，鬱鬱蔥蔥的青山令人神怡，巡拜的16所寺
廟又大多遍佈在南部沿海地區，浩瀚無垠的海
洋亦使人心格外開闊。壯麗優美的風景不知不
覺洗去了修行路途中遍路人的風塵勞累，換之
以寧靜超脫。

在室戶岬，當年空海大師修虛空藏求聞持法而

證悟的海邊，智廣阿闍梨就修行主題爲遍路
團衆人作了精妙開示。智廣阿闍梨說，在「修

行」階段最主要內容便是「正修三密之妙行而

第二階段艱辛的旅程正好暗合了「修行」的含義

趣向佛道」，力行「福智無邊誓願集，法門無
邊誓願學，如來無邊誓願事」之誓願，努力淨
障積資，生起對上師三寶無偽的信心。正如修
行階段的路途艱辛難行，在佛法修行中大家也
會遇到困惑坎坷，智廣阿闍梨啟發諸弟子，在
這樣的時刻，首先不要忘記第一階段的發心。
發心的願力是我們化解修行中的困難，並在覺
悟的道路上繼續前行的堅定動力。再者，作爲
凡夫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要虔誠祈請諸佛菩
薩和傳承祖師的加持和陪伴，並對他們生起強
在室戶岬當年空海大師證悟的海邊，智廣阿闍梨開示修行的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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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交流時時在

起，將會有更多的旅日同胞開啟各自的「四

日本高知NHK電視臺、IKC高知放送電視

遍路團中數位代表也上臺分享了自己的遍路

這個首支尋訪四國遍路修行旅程的華人遍路

收穫和感悟。其中，19歲的楊舒雯談到，最

友誼長存世世傳

臺，以及高知新聞等新聞媒體都跟蹤報導了
團隊。高知縣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岡林俊司、
副會長植野克彥等參加了第一天的遍路，去
年11月一起參加遍路的旅日畫家牛子華先

生的兒子牛磊、學生野田二四世女士還加入
「一步一弘法」，全程參與了遍路。

在高知修行階段的遍路中，日本民間友好組
織一路關懷，舉辦了多次中日交流會。3月3

日晚間，在高知中日友人的熱情安排下，遍
路團的衆人與熱愛中國文化的日本友人們共
赴晚宴，並在餐桌上進行了有益的交流。餐
後，日本國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的旅日華僑
邢東風教授就「中日佛法的友好交流」的主
題爲在場的華人遍路團和日本友人進行了介
紹和分享。邢教授的演講讓在座的團員們更

國遍路心靈之旅」。

心得，他們每個人從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
讓她感動的是在第三十六番青龍寺的惠果堂
前，智廣阿闍梨對傳承祖師的感念，以及同
樣是19歲的青春年華而在御廚人窟證悟成

就的弘法大師爲衆生所發的大願。她希望自
己能眞正踐行智廣阿闍梨「爲往聖繼絕學，
爲萬世開太平」的教言。16歲的楊果也表

達了對父母和恩師的感恩之情，並決心以實
際行動去力行佛法的智慧。團員們深刻的感
悟和滿滿的收穫令在場嘉賓們都非常讚歎。
日本國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旅日華僑邢東風
教授也發表感言說：「這無疑是一場深度的
交流，讓我們也對遍路修行羡慕不已，放下
瑣事踏上心靈之旅的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情。」

加瞭解了中日佛法交流的悠久歷史。

而在松山市結行圓滿的中日交流會上，更有
三十多位日本友人前來看望和祝賀。愛媛縣
華人華僑聯合會會長、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
林全南，玉松山金蓮寺第46世住持友田秀

謙，以及砥部町議會會員三谷喜好爲大家作
了致辭。愛媛縣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宮崎滿先
生也對「一步一弘法」遍路團圓滿修行之旅
發來了賀電。旅日華僑林泉南先生的致辭感
人至深，他說，感謝「一步一弘法」的遍路
之旅喚起了居住在四國的中國同胞們對近在
咫尺卻熟視無睹，與祖國有著源遠流長、密
切關係的遍路文化的重新認識。或許從今天

當地媒體跟蹤報導這個首支尋訪高知修行旅程的華人遍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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