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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命本覺心法身 常住妙法心蓮臺

本來具足三身德 三十七尊住心城

普門塵數諸三昧 遠離因果法然具

無邊德海本圓滿 還我頂禮心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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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遍路·修行――從煩惱走向快樂無憂連載【二】

當我們面對人生困境，面對種種障礙，
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超越，怎麼辦？

一乘要聞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與河南大准提寺共同舉辦
2016 年護國息災法會暨寶篋印陀羅尼塔落成典禮
唐密瑰寶重現九州 醍醐一滴反哺中華
――日本醍醐寺珍寶首次來華於上海博物館展出
第五世華智仁波切新加坡弘法行簡訊
獅城寶塔開光現祥瑞 天降雨霖甘露濟群生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第三期師資學修營圓滿舉辦
浴佛節智廣阿闍梨開示
寶篋印陀羅尼塔之殊勝功德

2016 年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文殊聖誕共修法會報導

----------------------------------------

52

----------------------------------------

64

----------------------------------------

66

----------------------------------------

68

------------------------------------------------------

----------------------------------------

----------------------------------------

64

66

72
76

----------------------------------------

80

----------------------------------------

84

----------------------------------------

52

88

目錄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奉 詔譯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甚
爲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願。於後惡世護持讀說是法華經。世
尊。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云何能說是經。佛告文殊師利。
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一者安
住菩薩行處親近處。能爲衆生演說是經。文殊師利。云何名
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
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
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
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

揵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讃詠外書。及路伽耶陀逆路伽耶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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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親近諸有兇戲相扠相撲。及那羅等種種變現

是則名爲

菩薩行處

一切諸法

空無所有

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爲說法無所希望。

顛倒分別

諸法有無

是實非實

是生非生

之戲。又不親近旃陀羅及畜豬羊雞狗畋獵漁捕諸
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不
問訊。若於房中。若經行處。若在講堂中。不共

住止。或時來者。隨宜說法無所希求。文殊師利。
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
說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
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親厚。不獨入他
家。若有因縁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說
法不露齒笑。不現胷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
復餘事。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

無有常住
在於閑處
觀一切法
不生不出
若有比丘
說斯經時
以正憶念
王子臣民
其心安隱
安住初法

亦無起滅
修攝其心
皆無所有
不動不退
於我滅後
無有怯弱
隨義觀法
婆羅門等
無有怯弱
能於後世

是名智者
安住不動
猶如虛空
常住一相
入是行處
菩薩有時
從禪定起
開化演暢
文殊師利
說法華經

所親近處
如須彌山
無有堅固
是名近處
及親近處
入於靜室
爲諸國王
說斯經典
是名菩薩

師。常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文殊師利。

又文殊師利。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經。應

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

過。亦不輕慢諸餘法師。不說他人好惡長短。於

是名初親近處。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
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
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縁有。從顛倒生
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
處。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有菩薩

於後惡世

無怖畏心

欲說是經

大臣官長

兇險戲者

及旃陀羅

外道梵志

應入行處
亦不親近
破戒比丘
深著五欲
若是人等
菩薩則以
寡女處女
亦莫親近

及親近處
增上慢人
名字羅漢
求現滅度
以好心來
無所畏心
及諸不男
屠兒魁膾

常離國王
貪著小乗
及比丘尼
諸優婆夷
到菩薩所
不懷希望
皆勿親近
畋獵漁捕

及國王子
三藏學者
好戲笑者
皆勿親近
爲聞佛道
而爲說法
以爲親厚
爲利殺害

販 自活

衒賣女色

如是之人

皆勿親近

莫獨屏處

爲女說法

若說法時

無得戲笑

兇險相撲
入里乞食

種種嬉戲
一比丘

諸婬女等
若無比丘

盡勿親近
一心念佛

是則名爲

行處近處

以此二處

能安樂說

亦不分別

是男是女

不得諸法

不知不見

又復不行

上中下法

有爲無爲

實不實法

住安樂行。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
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過惡。亦不稱名讃歎其美。
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善修如是安樂心故。諸有聽
者不逆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乗法答。但以大
乗而爲解說。令得一切種智。爾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菩薩常樂

安隱說法

於清淨地

而施牀座

安處法座

隨問爲說

若有比丘

及比丘尼

以油塗身
諸優婆塞
以微妙義
因縁譬喻
漸漸增益
離諸憂惱
以諸因縁
衣服臥具
但一心念
是則大利
能演說斯
亦無憂愁
亦無擯出
能住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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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浴塵穢
及優婆夷
和顏爲說
敷演分別
入於佛道
慈心說法
無量譬喻
飲食醫藥
說法因縁
安樂供養
妙法華經
及罵詈者
安住忍故
如我上說

著新淨衣
國王王子
若有難問
以是方便
除懶惰意
晝夜常說
開示衆生
而於其中
願成佛道
我滅度後
心無嫉恚
又無怖畏
智者如是
其人功德

內外俱淨
羣臣士民
隨義而答
皆使發心
及懈怠想
無上道教
咸令歡喜
無所希望
令衆亦爾
若有比丘
諸惱障礙
加刀杖等
善修其心
千萬億劫

筭數譬喻

說不能盡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受持讀誦斯經典
者。無懷嫉妬諂誑之心。亦勿輕罵學佛道者求其長短。若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薩道者。無得
惱之令其疑悔。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
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
競。當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
師想。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於一切衆生平等說

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爲多說。文殊師利。
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成就是第三安樂行者。說
是法時無能惱亂。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亦得大衆而來聽受。聽
已能持。持已能誦。誦已能說。說已能書。若使人書。供養經卷
恭敬尊重讃歎。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欲說是經

當捨嫉恚慢

諂誑邪僞心

常修質直行

是佛子說法

常柔和能忍

慈悲於一切

不生懈怠心

不輕懱於人
十方大菩薩
於諸佛世尊
第三法如是

亦不戲論法
愍衆故行道
生無上父想
智者應守護

不令他疑悔
應生恭敬心
破於憍慢心
一心安樂行

云汝不得佛
是則我大師
說法無障礙
無量衆所敬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
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是念。
如是之人則爲大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
不解。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
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文殊師利。是
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說是法時無有過
失。常爲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人民婆羅門居
士等。供養恭敬尊重讃歎。虛空諸天爲聽法故亦常隨侍。若在聚
落城邑空閑林中。有人來欲難問者。諸天晝夜。常爲法故而衛護
之。能令聽者皆得歡喜。所以者何。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
佛神力所護故。文殊師利。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
可得聞。何況得見受持讀誦。文殊師利。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
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徃
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
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或與種種珍寳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
珀象馬車乗奴婢人民。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所以者何。獨王頂
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文殊師利。如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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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而諸

天諸童子

以爲給使

刀杖不加

毒不能害

者心亦歡喜。於四衆中爲說諸經令其心恱。賜以

智慧光明

如日之照

若於夢中

但見妙事

魔王不肯順伏。如來賢聖諸

與之共戰。其有功

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又復賜與涅槃之城
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而不爲說是法華
經。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
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
與之。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爲大法王。以法
教化一切衆生。見賢聖軍與五 魔煩惱魔死魔共

戰有大功勲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亦大
歡喜。此法華經。能令衆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
多怨難信。先所未說而今說之。文殊師利。此法
華經。是諸如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爲甚深。
末後賜與。如彼强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祕宻之藏。於諸
經中最在其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於今日。
乃與汝等而敷演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常行忍辱

哀愍一切

乃能演說

佛所讃經

應生慈悲

斯等不聞

不信是經

則爲大失

後末世時
我得佛道
譬如強力
象馬車乗
或與衣服
如有勇摙
如來亦爾
以大慈悲
欲求解脫
以大方便
末後乃爲
此經爲尊
今正是時
欲得安隱
讀是經者
不生貧窮

持此經者
以諸方便
轉輪之王
嚴身之具
種種珍寳
能爲難事
爲諸法王
如法化世
與諸魔戰
說此諸經
說是法華
衆經中上

於家出家
爲說此法
兵戰有功
及諸田宅
奴婢財物
王解髻中
忍辱大力
見一切人
爲是衆生
既知衆生
如王解髻

我常守護

及非菩薩
令住其中
賞賜諸物

放無量光

而爲說法

佛爲四衆

照於一切

聞法歡喜

說無上法

佛知其心

而爲供養

汝善男子

深入佛道

國土嚴淨

當於來世

又見自身

廣大無比

深入禪定

在山林中
見十方佛

數如恒沙
又見諸佛
以梵音聲
見身處中
得陀羅尼
即爲授記
得無量智
亦有四衆
修習善法

圍繞說法
恭敬合掌
身相金色
演說諸法
合掌讃佛
證不退智
成最正覺
佛之大道
合掌聽法
證諸實相

諸佛身金色

百福相莊嚴

聞法爲人說

及上妙五欲

行詣於道場

在菩提樹下

常有是好夢
而處師子座
成無上道已
經千萬億劫
後當入涅槃
說是第一法

又夢作國王
求道過七日
起而轉法輪
說無漏妙法
如煙盡燈滅
是人得大利

舍宮殿眷屬
得諸佛之智
爲四衆說法
度無量衆生
若後惡世中
如上諸功德

智慧寳藏
受諸苦惱
說種種法
得其力已
明珠與之

不妄開示

常無憂惱

又無病痛

顏色鮮白

衆生樂見

自見其身

阿修羅等

諸比丘衆

如師子王

明珠賜之

求佛道者

卑賤醜陋

又見龍神

坐師子座

遊行無畏

歡喜賜與

我滅度後
應當親近

見諸如來

口則閉塞

聚落城邑

爲汝等說
演說斯經

若人惡罵

如是四法
如慕賢聖

註：根 據《乾隆大藏經》第二十四冊·五大部外重譯經
No.0130《妙法蓮華經七卷》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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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散在經傳。儻非博覽則不可得而詳也。以山家傳習者。而
於祖師功德。罕測厥由。於乎先儒有言。其先祖無美而稱之。
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

子之所恥也。而況於學敎之人乎。愚忝末裔。姑欲逃其弗傳之
責。謹搜羅載籍。備錄于右。以貽後賢。顗弘賛無窮。思齊有
地。而不爲無補矣。時嘉定改元臘月望日。寓竺峯凝翠軒序

并序

雲間沙門士衡敬編

天台九祖傳

吾宗九世祖師示生東西兩土。前後出興相去賒遠。故感應垂迹

‧ 高祖龍樹菩薩

‧ 六祖法華尊者

‧ 三祖南嶽尊者

‧ 八祖左谿尊者

‧ 二祖北齊尊者
‧ 四祖天台敎主智者大師
‧ 五祖章安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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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祖天宮尊者
‧ 九祖荊溪尊者

具陳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術
師驚問。子何以知。答曰。藥有氣分。何以

不知。師即歎服乃曰。若斯人者。聞名猶難。
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
得術隱身。遊百自在。入王宮中。宮中美人

皆被侵陵。百餘日後。懷妊者衆。以事白王。
王不悅曰。此何不祥。召諸智臣。以問其故。
時有一臣白王。此之所爲不出有二。一鬼二

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
若是方術。足跡自現。若是鬼魅。入必無跡。
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備法試之。
見四人跡。即閉諸門。數百力士揮刀空中斬

高祖龍樹菩薩

高祖龍樹菩薩者。南天竺國梵志種大豪貴家
也。始生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幼
而聰哲。才學超世。處在襁褓 ( 上舉兩切。下
音保。小兒衣也 ) 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各四

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其文。又領其義。
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能。天文地理。
圖緯祕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 ( 上子宋切。

下郎殿切 )。結友三人亦一時之傑。一日相與

議曰。天下義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

等盡之矣。更以何方自娛。唯有追求好色縱
情極欲。是不亦樂乎。然諸梵志勢非王公。
何由得之。可求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四人

相視。莫逆於心。同至術家。求隱身法。術
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芥群生。今

以術故屈辱就我。此人才明絕世。所不知者

唯此賤法。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
使不知之。藥盡必來。永當師我。各與青藥
一丸告曰。汝於靜處。以水磨之用塗眼。驗
形當自隱。龍樹磨藥聞香。盡知藥名。分數

多少錙銖 ( 上音緇。下音殊 )。無失。還向其師。

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唯有龍樹。斂
身屏氣。依王而立。故不被斬。因時始悟欲

爲苦本。厭欲心生。發出家願。我若得脫。

當詣沙門求出家法。旣而得出。入山至一佛
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通諸
深義。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
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雖

達實義。未獲道證。辨才無盡。善能言論。

外道異學沙門義士。咸皆摧伏請爲師範。即

便自謂。我是一切智人。生大憍慢心自念言。
世界法中。津途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
我今更敷演之。開悟後學。作是念已。便欲

爲之。立師敎戒。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

少有不同。欲除衆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
便欲行之。獨處靜室水精地房。大龍菩薩愍
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

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上妙法授與。
披讀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

實利。龍知其心而問之曰。看經遍未。答曰。
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
閻浮提。龍言。忉利天上所有經典倍過於此
百千萬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數。爾時龍樹旣
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
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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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大弘佛敎摧伏外道。廣開摩訶衍義。造
優波提舍十有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

如是等論各五千偈。今摩訶衍敎大行於天竺。
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無畏部中。凡
五百偈。時有婆羅門。善知呪術。欲以己能
與龍樹爭勝。白彼王言。我能伏此比丘。王

言。汝甚愚癡。此菩薩者。明同日月。智齊
衆聖。汝今庸劣。豈可爲比。婆羅門言。王
爲智人。宜以理驗。大王云何逆見淩懱 ( 莫

結切。侮也 ) 王見言至。恭請龍樹。清旦俱集

政德殿。時婆羅門即於殿前呪作大池。廣長
清淨。池中出生千葉蓮華。自坐其上。語龍

樹曰。汝處於地。類同畜生。我居華上。智

慧清淨。寧敢與我抗言議論。爾時龍樹亦以
呪力化爲白象。象有六牙。行池水上趣其華
座。以鼻繳 ( 音皎。纏也 ) 拔高擧擲地。時婆

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命龍樹。我甚頑

生大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爲化

嚚犯逆大師。惟願愍哀聽我悔過。龍樹慈矜

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

度令出家。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

始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答曰。我是

懷忿嫉。龍樹深知。旣所作已辦緣謝化成。

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爲之大驚。遂問之曰。

將欲示寂。因問小乘師。汝今樂我久住世否。

一切智人甚爲希有。汝自言是。何以取驗。

彼曰。仁者實不願也。於是龍樹即入靜室。

答曰。王欲知者。宜當見問。王即自念。我

經日不出。弟子咸疑。推戶視之。遂見蟬蛻

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未足爲奇。或

( 音稅 ) 而去。天竺諸國並爲立廟。種種供養

不如彼。此非小事。默然不問。便是一屈遲

敬事如佛。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

疑良久俛仰問曰。天今何爲。答曰。天今正

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

與阿脩羅戰。王旣聞已。譬如人噎 ( 乙結切 )

號曰龍樹。假餌仙藥長壽住世。三百餘年任

旣不得吐又不得咽 ( 音嚥 ) 欲非其言。無以爲

持佛法。其所度人不可稱數。如付法藏傳。

證。欲是其事。無以爲明。擬議之間。龍樹

入楞伽經第六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

復言。此非虛論。王小待之。須臾當驗。語

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

訖空中刀劍戈戟相繼而落。王言。干戈矛矟

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

( 上音謀。建於兵車。長二丈。下音朔。丈八曰矟 )

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極樂國。

雖是戰器。那知是天與脩羅戰。答曰。以之

此佛金口懸記也

虛言。不如驗之以實。言已脩羅耳鼻從空而
下。又令王臣衆等見空中兩陣相對。王始稽
首受其道化。殿上萬婆羅門因就出家。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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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北齊尊者

三祖南嶽尊者

高之世 ( 齊是國號。高謂高祖渤海人也。姓高氏。

少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

二祖北齊尊者。諱慧文 ( 德行未見本傳 ) 當齊

齊大夫高奚之後。高歡次洋方受魏禪。都鄴在相

州。即北齊也 ) 獨步河淮 ( 無競化者。故云河北。

淮謂南。行化於世 ) 法門非世所知 ( 明所證旣深。

非餘所知 ) 履地戴天莫知高厚 ( 尊者法行於世。
如履地不知地之厚。戴天不知天之高 ) 尊者用心

三祖南嶽尊者。諱慧思。姓李氏。武津人也。
勝相莊嚴。與世自異。甞夢梵僧勉令出俗。

駭悟斯瑞。辭親入道。奉持守素。梵行淸潔。
及禀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迴栖幽靜。

杜絕將迎。誦法華等經。所至小庵被人所焚。
隨顯癘 ( 音例。疫病 ) 疾。求誠乞懺。還創草

一依釋論。論是龍樹所說。凖付法藏。龍樹

室。持經如故。其患平復。仍夢。梵僧數百

故翰林梁肅曰。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旣

法。具足成就。驚寤方知夢受。勤務更深。

略制諸外道。乃括十二部經。發明宗極。微

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値

是金口祖承第十三師。尊者橫承禀以爲師也。
下衰。敎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遂用權
言東流。我北齊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
法門。以授南嶽。斯言盡之。後學尊敬不敢
正斥其諱。以北齊尊者稱焉

形服瓌 ( 公回切。大也 ) 異祈請師僧。加羯磨

無棄昏曉。又夢。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

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
瑞重沓 ( 達合切 ) 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因

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發心修定。時北齊禪
師聚徒數百。衆法淸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
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

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 ( 音儔。算也 )

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
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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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善惡業相。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

修定。可往武當南嶽。是入道山也。以齊武

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

値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

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初至光州。

禪。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
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

數歲之間。歸從如市。每示衆曰。道源不遠。

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

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

心性淸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

得亦非眞。由是供以事資。誨以理味。秖欲

夏竟受歲。慨 ( 口槪切。太息也 ) 無所獲。自

學者悟自本心。因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

傷昏沈。生爲空過。深懷慚愧。放身倚壁。

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衆請講二經。即時玄叙

背未至間。霍 ( 忽郭切。揮霍也 ) 爾開悟。法

隨文造盡。莫非幽賾。後命大師代講金經。

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

至一心具萬行處。大師有疑。師曰。汝向所

背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研練愈久。

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

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

吾昔一心頓發諸法。吾旣身證。不勞致疑。

機悟實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

遂咨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大領玄旨。又諮

喻。用攝自他。衆雜精麁。是非由起。怨嫉

師位即十地耶。曰非也。吾十信鐵輪位耳。

鴆 ( 直禁切。以毛歴飲食能殺人 ) 毒。毒所不傷。

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本迹叵詳。後在大蘇。

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

弊於烽警 ( 上音峯。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擧

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

火。晝曰燧。夜曰烽 ) 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將

宿作。時至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

四十餘僧徑趣南嶽。時陳光大二年歲次戊子

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空聲曰。若欲

夏六月二十二日也。至即告曰。吾止此滿十
年耳。先是梁僧慧海居衡嶽寺。及見師欣如
舊識。以寺請師止之。海遷他所。師復徙衆
方廣。靈蹟懋異具如別記。甞曰。吾前世曾

履此處。因遊嶽頂。遲立林泉。其處竦淨。
若有所憶。尋指巖叢曰。吾前身於此入定。

賊斬吾首。衆共掘之。獲聚骨。果無首。今

名一生巖者是也。復指盤石曰。此下亦吾前

世骸骨。衆擧石驗。果得紅白骨。聯若鉤鎖。
即其地累石瘞 ( 於罽切。埋也 ) 骨。危其巓爲

二生塔。徘徊東上見石門窅隩 ( 上音杳 ) 曰。

此靈巖幽戶過者必增道力。乃古寺也。吾先
亦甞捿托。因斧蒙密處。果得僧用器皿堂宇
層甓 ( 並的切。甎也 ) 之基。其地爽塏 ( 高明

之地曰爽塏。左傳曰。請更諸爽塏。文選曰。處
高泉而爽塏 ) 適大嶽心。於是築臺。爲衆說般

若。因號三生藏。事驗非一。陳朝碩學莫不
歸宗。時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師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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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受齊券掘斷嶽心。勅使至山。見兩虎咆憤。

屬服章率皆如此。凡有著作。口授成章。無

先行貧道續來。師飛錫而往至京。四門俱見

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

驚駭而退。數日復進召師。師謂使曰。尊使
師入。監使同時共奏。帝驚異引見。勅承靈

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一無所問。先有
小蜂。飛螫師額。尋有大蜂。咬殺小者。銜
首師前。飛揚而去。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

爲猘 ( 居例切。狂犬。宋書曰。張收甞爲猘犬所

傷。食蝦蟆鱠而愈 ) 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

驗矣。師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汚。僧
正慧暠 ( 音杲 ) 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

人如何至此。擧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

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

寺禮覲。在道默念吳儀同所奉枕。欲得一見。
比至師所。將行致敬。師便語威。欲見犀枕。
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

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師到。威懷仰之。
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悉歸向之。趣歸南嶽。
不敢延留。帝餞以殊禮。目爲大禪師。人舡

所刪改。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
部各一卷。並行于世。南山律師賛曰。自江
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
南嶽尊者慨思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義理。
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因定發慧。

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
特能自勝持。見者回心。不覺傾伏。善識人

心。鑒照冥機。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

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

故其徒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
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嶽慈行可歸。
余甞參傳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
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

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
貪附。何由縱之。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 ( 居奄

切。書檢印窠封題也 ) 者也

供給送到江渚。師曰。寄迹南嶽。止十年耳。
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山。每歲陳
主三信參勞。供施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

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大小。或寂示藏身。

或異香奇色祥瑞亂擧。臨將終時。從山頂下。
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
聞者寒心。告衆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

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行是行者。

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吾

當遠離。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斂念。
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師氣絕。號吼大叫。
師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相

迎。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

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室。

四祖智者大師

建九年歲次丁酉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

颕川人也。有晋遷都。寓居荊州華容縣。梁

頂煗身軟。色如生。春秋六十有四。即陳太
宛然符合。師平日服布素。寒則實以艾。徒

四祖智者大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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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騎益陽公起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

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

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

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藥

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語曰。宿世因

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

也。誕育之夜 ( 本朝翰林學士扈蒙序云。大師梁
大同四年戊午秋七月生 ) 室內洞明。信宿其光

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爼相慶。忽二僧扣門
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
客異之。隣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

相復名光道。故先立二字參互稱之。臥便合
掌。坐必面西。年長而口不妄噉 ( 徒敢切 ) 見

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
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眞精進句。解悟便發。
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爲
印可。又入熙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

疑。輒見思來。冥爲披釋。常令代講。思躬
執如意在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
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

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
思旣遊南嶽。大師便詣金陵 ( 云云 )。綿歴八

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

周。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

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士梁承

搖手申臂。至於岐麓挽師上山 ( 云云 )。以夢

( 魚稼切 ) 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遍即

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其下。又見一僧

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

通告。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與慧辯等

州果願寺法緒。出家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

勅徵入前後七使。並帝手疏。大師遂出都。

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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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 ( 云云 )。及金

陵敗覆。策杖荊湘。剗迹雲峯。終焉其致會。
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

欲遵戒法奉以爲師。致書累請。大師初陳寡

德。次讓名僧。後擧同學。三辭不免。開皇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
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爲王授戒。竟欲

返故林。王乃固請。師曰。先有明約。事無

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
至城門顧曰。國鎭不輕。道務致隔。幸觀佛
化。弘護在壞。王禮望目極衘泣而返。遂上
渚宮鄉壤。於當陽縣玉泉山。建一音寺。晋

王仍請大師。著淨名疏。柳顧言徐陵並才華

胄 ( 直又切 ) 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
持。後蕭妃疾。苦醫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

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師即率侶建齋。

五祖章安尊者

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啄吟之

常州宜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

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雀。飛

聲。衆並同矚。師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
鳥死復穌。表蓋棺還起。喙幽鳴顯。示齋福

相乘。至翌日。患果瘳。王大嘉慶。時遇入

朝 ( 大王入朝也 ) 旋歸台嶽。躬率禪門。更行

前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

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

吾當卒此地矣。誡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
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

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也。師居山。有蕈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
僧常調。師若他往。蕈即不生。因斯以談誠
道感矣。章安侍奉多年。歴其景行。可二十

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
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爲之行傳。
廣流於世。隋煬帝末歲巡幸江都。夢感大師。
言及遺寄。希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
値亂便失。餘如別傳云

五祖章安尊者。諱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
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親鞠養。

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
母夜稱佛法僧名。師仍口敎。音句淸辯。同
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
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爲字。及年七歲。還爲

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騖。淸藻才綺。
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
彌所留思。洎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

網。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大師出居光宅。
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

江州。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
峯。無不揖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荊部。停
玉泉寺。傳法轉化敎敷西楚。開皇十一年。

晋王作鎭揚州。陪從大師。戾 ( 郎計切。來也 )

止邗溝 ( 邗音寒。邗溝水名。在廣陵 ) 居禪衆

寺。爲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大師。東旋
止於台嶽。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

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笈屯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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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
奄同被錦。斯實海西之壯觀也。遠符大師之

言。具如別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
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
近令慧日道場㽵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

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旣是大師高足。法門
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並華經疏。隨

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師持衣負
錫。高步入宮。三夏闡弘。副君欣戴。每至

深契。無不伸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
遣信送還。䞋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涿野。
親總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淸文軌。因問左

右。備敘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問

道。追思大師。感慕動容。下勅迎師。遠至
行所。引見天扆 ( 於蟻切。天子所居也 ) 敘以同

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旻。送還台寺。爾後王
人繼至房無虛月。師縱懷丘壑。絕迹世累。

吉藏法師。興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

定慧兩修。語默雙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

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

請祈天鼓。皆疏瀹情性。澡雪胸襟。三業屢

聞稱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

投足天台。飡禀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
大師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

親承遺旨。乃奉留書並諸信物。哀泣跪授晋
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敦

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師還山。

爲大師設千僧齋。置國淸寺。即昔有晋曇光

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號修禪。在陳之
日。大師初建。隴南十里曰丹丘。經行平正。
瞻望顯博。大師標基刊本。欲建道場。未果

心期。故遺囑斯在。王工入谷。即事修營。
置臬 ( 古公切 ) 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

晋王入嗣。采巡本國。萬里川途。人野畢慶。
以檀越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

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手投身。

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
國淸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
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
經說。佛入城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
去矣。因伸遺誡。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
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

彌陀佛。低身就臥。累手當心。色白歡愉。

奄然而逝。擧體柔軟。頂暖經日。甞有同學
智晞。大師親度。淸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
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師智者寶座行
列皆悉有人。惟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章
安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

計歲論期。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窆 ( 保

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

驗切。下棺也 ) 于寺之南山。遠近奔號。喧震

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

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

前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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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奔馳。入山祈禱求救。師爲轉法華經。焚
栴檀香。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
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淸溪。泉流
伏溺。人徑不通。師留連愛翫。顧而誓曰。

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
沙通涌。平如玉鏡。師以感通相顯。不違前
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甞於

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値海賊上抄道俗奔

委。師方撾鐘就講。顏無懾 ( 章涉切。怯也 ) 懼。

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

丈餘雄悍奮發。群覩驚憚一時退散。甞於佛
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二片用

搆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
更欲旁求。復勞神力。師擧杖聊撝前所運石。

颯然驚列 ( 說文曰。列分解也 ) 遂折爲兩段。厚
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

六祖法華尊者

相寔多。自師受業天台又禀道衡嶽。南嶽天

六祖法華尊者。諱智威。姓蔣氏。縉雲人也。

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

山。聞天台宗敎盛。遂負笈往沃洲石城寺。

台三世相繼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
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
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領唯師一人。其私
記大師詞旨。及自製義記。並雜文等題目。

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敎義。
與國淸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
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于
別集

颕脫塵蒙。心遊物表。少事師于軒轅氏鍊丹
親章安禪師。求請心要。旣而得一融道。體

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曰自了。
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辭藻。著桃巖寺
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來。後以法眼付授

小威焉。時傳威是徐陵後身。其智利雄才斷
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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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祖天宮尊者

七祖天宮尊者。諱慧威。姓留氏。東陽人也。
角之年。露其舊習。抉開愛網。徑入空門。

不滯一方。仍參三益。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
禪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勞。覩威牆奧。一
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

然其樂靜居山。罕交人事。指敎門人不少傑
出者。左谿一人而已。師甞修止觀。匪棄光
陰。說與行而並馳。語將默而齊貫。落然汪
汪然。人無德而名焉

八祖左溪尊者

八祖左溪尊者。諱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

先浦陽郡江夏太守拯公之後。曹魏世避地于江
左。則梁大士翕之六代孫。遂爲烏傷人也。母
葛氏初妊。夢乘羊車飛空躡虛。而覺身重。自

茲已後。葷血惡聞。殆乎產蓐。亦如初寐。後
心輕體安。嬰兒不啼。唍 ( 胡板切。小笑貌 ) 爾

而笑。九歲出家。師授其經。日過七紙。如意

元年閏五月十九日。勅度配淸泰寺。弱冠遠尋
光州岸律師。受滿足戒。旋學律範。又博覽經

論。搜求異同。尤切涅槃。常恨古人雖有章疏。
判斷未爲平允。往在會稽妙喜寺。與印宗禪師
商搉 ( 音角。揚搉大擧 ) 祕要。雖互相述許。

大旨未周。聞天台一宗可以淸衆滯。可以趣一

理。因詣東陽天宮寺小威法師。竭力以親附之。
不患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門等。凡一
宗之敎迹研覈至精。後依恭禪師。重修觀法。

博達儒書。兼閑道宗。無不該覽。雖通諸見。
獨以止觀。以爲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雖衆
聖繼想。而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良津。遊心十

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即體遍。雖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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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表身厭人寰。情捐舊廬。志栖林壑。唯十八

種十二頭陀。隱左溪巖。因以爲號。獨坐一室。
三十餘秋。麻紵爲衣。糲蔬充食。有願生兜率

宮。必資福事。乃營殿壁。繢觀音賓頭盧像。
乃焚香斂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嘆未

曾有。此後或猿玃來而捧鉢。或飛鳥息以聽經。
時有盲狗。來至山門。長獋宛轉于地。師憫之。
焚香精誠。爲狗懺悔。不踰旬日。雙目豁明。
至開元十六年。刺史王止容屈師出山暫居城

下。師辭疾仍歸本居。厥後誨人匪倦。講不待
衆。一欝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

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尋經典。不然一燭。
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其細行修心。蓋徇律

法之制。遂得遠域沙門。隣境耆耋。擁室塡門。

九祖荊谿尊者

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弊。乃指

九祖荊谿尊者。諱湛然。姓戚氏。世居晋陵

不用牛膠。悉調香汁。天台之敎鼎盛。何莫由

俗之志。童 邈 ( 上初謹切。毀齒也。下亡卓切。

授僧靈禀。建其殿宇。形像累二。甎塔繢事。
斯也。心不離定中。口不甞藥味。耄期之歲同
於壯齡。一日顧謂門人曰。吾衆事云。畢年旦
暮焉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爲心本。汝等師
之。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終。春秋

八十有。僧夏六十有一。四輩號慟。如慕如疑。
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鄕人或夢師居寶閣第四
重者。寤告隣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

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旣荼毘已。門人分半舍
利。建塔於州之東源。申永慕也。生甞撰法華
經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龍丘寺道賓。淨

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邕常州福業寺
守眞。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原。婺
州開元寺淸辯。齠年慕道。志意求師。不踰三

年。思過半矣。行其道者。號左溪焉。第其傳
法。號八祖矣。禹山沙門神迴著乎眞賛

之荊谿。則常州人也。家本業儒。師獨有拔
遠也 ) 焉異於常倫。年二十餘。受經於左谿。

左谿與之言大駭。異日左谿謂曰。汝何夢乎。
對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

之中。左谿曰。噫汝當以止觀二法度群生於
生死淵乎。乃授以本師所弘之法。師德宇凝

粹神鋒爽拔。其密識深行冲氣慧用。方寸之
間。合於天倪。至是始以處士傳道。學者悅
隨。如群流趣於大川也。天寶初年。解逢掖

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持
犯開制之律範焉。復於吳郡開元寺。敷行止
觀。無何左谿捐代挈密藏。獨運於東南。謂

門人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
靜以觀其本。動以應乎物。二俱不住。乃蹈
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

病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捨予誰歸。於
是大啟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
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廣祖
師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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踰矩。三學俱熾。群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

賛寧曰。詳夫師始天寶終建中。以自證之心。

寶末大曆初。詔書連徵。辭疾不就。當大兵

事。吾師有焉。其朝達得其道者。唯梁肅學

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師之力也。天
大飢之際。揭厲法流。學徒愈繁。瞻望堂室。
以爲依怙。然慈以接之守之。大布而衣。一
床而居。以身誨人。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
月五日。示疾佛隴道場。顧語學徒曰。道無

方。性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
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輩談道而訣。夫一

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
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

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善利利
人。在此而已。爾其志之。言訖隱几泊 ( 白

各切。揚雅草玄曰。自守泊如也 ) 如而化。春秋

七十有二。法臘三十四。門人號咽。奉全身

起塔。祔 ( 音附 ) 于智者大師塋兆西南隅焉。

入室弟子吳門元浩。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
然平日輯纂敎法。明決前疑。開發後滯。則

有法華釋籖法華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

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
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

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一卷。及止觀義
例止觀大意文句十妙不二門等。盛行于世。

述三部記成。師親書寄姑蘇開元寺大藏。語
刊小石碑。至今存焉。亦錄於此。庶見慈悲
爲人之心也。其又曰。開元十六年首。遊浙
東尋師訪道。至二十年。於東陽金華。遇方
巖和尚。示以天台敎門。授止觀等本。遂求
學於左谿大師。蒙誨以大旨。自惟識昧。凡

所聞見。皆紀於紙墨。曁至德中。移隸此寺。
乾元已來。攢成卷軸。蓋欲自防迷謬。而四

方道流。偶復傳寫。今自覺衰疾。諸無所任。

留此本兼玄疏兩記共三十卷。以寄此藏。儻
於先師遺文。碑補萬一。則不負比來之誠。
幸衆共守護。以貽後學。大曆十二祀孟秋。
沙門湛然記

Ekayana
先賢足跡

說未聞之法。經不云乎。云何於少時大作佛
士。故摛 ( 恥離切。舒也 ) 鴻筆。成絕妙之辭。
彼題目云。甞試論之。聖人不興。其間必有

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傳章安。章安再世。

至於左谿。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
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搢

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敎者。又數十人。師
嚴道尊遐邇歸仁。向非命世而生。則何以臻
此。觀夫梁學士之論。儗議偕齊。非此人。
何以動鴻儒。非此筆。何以銘哲匠。蓋洞入
門室。見宗廟之富故。以是研論矣。吁吾徒
往往有不知師之道。詩云。維鵲有巢。維鳩

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謂歟。有會稽法
華山神邕作眞讃。至大宋開寶中。吳越國王
錢氏追重而誄之。號圓通尊者焉。可不是歟

輔行一云。龍樹龍接入宮。一夏但誦七佛經
目。玄注云。大不思議經有三本。有十萬偈
四十八品。龍樹誦出流傳于世
天台九祖傳 ( 終 )

上天竺門生 ( 惟椿 ) 裒率山中同學刊板。

( 至顓 ) 齊沐敬書以廣流通。共期佛慧。旹皇

宋嘉定辛未夏制六月旦日。謹識。瑪瑙住山

( 有朋 )。

( 附 ) 道邃和上行迹 ( 又作行業記 )

大唐天台沙門乾淑述

和上俗姓王氏。瑯瑘苗裔。桑梓西京繡衣繼
代不可具。委身乃授監察御史。解組辭榮。
從師學道。年二十。四方乃進具。於秦地學

戒。旣達持犯。思學大乘 ( 原本無學字。龍城

沙門忍鎧。依內證血脈譜正之 ) 遂寫慈恩法華疏。

於夜夢見一僧。而語曰。何不聽於天台圓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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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至明旦乃向衆人陳說夢事。衆人曰。

旣有夢。豈無其徵。承常州妙樂寺湛然闍梨。
今盛傳弘此敎。時雖聞其語。未爲的實。後

耳。但乾淑隨和上。始得十年。在前之事。
悉不具知。略書而已

有信至方知不虛。乃捨所寫。振錫南行。到
揚州法雲寺欲住。旬日又夢見一僧。語曰。

妙樂講經已欲至方便品。今可速往。因乃馳
趣。果如其夢。集業五年 ( 本按集字當作習字 )
更無他事。以燭繼晝。麟角業成。乃辭師獨
行。師曰。隨方而住。隨分宣傳。縱自修行

亦爲利益。遂却至揚府。被人請講法華止觀
玄文。各得數遍。後入天台。於路至越州。

見御史端公。後除歙州刺史。陸參拜爲和上
( 本按陸字恐剩 ) 後至貞元十二年。入天台。居

山九年。講法華止觀玄文等。未曾有闕六時
行道。法華一部大小乘戒日常一遍。未甞不
周。二十年。台州刺史請下龍興。講法華止
觀。至今年二月。因勾當本國敎門。且暫停

註：根 據《大正新修大正藏經》第 51 卷·史傳部
No.2069《天台九祖傳》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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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

四

智廣阿闍梨

2015 年 7 月 19 日在西班牙南卡宗閉關中心開示
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Four Methods of
Practice of Bodhisattvas as Taught by the Buddha Part IV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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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rcha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on July 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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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發菩提心文」作者省庵大師

Master Xing An, author of The Exhortation to Resolve Upon Bodhicitta

漢傳佛教《勸發菩提心文》中發菩提心的教法簡介
Introduction to Bodhicitta Teachings in The Exhortation to Resolve
Upon Bodhicitta in Chinese Buddhism

同藏傳佛教一樣，漢傳佛教當中也有很多菩提心的教法。
Just like Tibetan Buddhism, there are also many Bodhicitta teachings in Chinese
Buddhism.
在漢傳佛教裡，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省庵大師。他曾經在寧波的阿育王寺專

門宣講很殊勝的《勸發菩提心文》。阿育王寺裡面供有佛陀的頂骨舍利，所
以這個地方非常有名，很多人都會去朝拜。如果我們在殊勝的對境面前，比
如佛陀的舍利面前發菩提心的話，這個功德非常大。省庵大師當時就專門傳
法給所有的信衆，讓大家都要在佛陀舍利面前發無上菩提心。

There’s a great master in Chinese Buddhism named Xing An. He once gave a
precious teaching known as The Exhortation to Resolve Upon Bodhicitta in the Asoka
Monastery in the city of Ningbo. The Asoka Monastery is a very famous pilgrimage

as the relics of the Buddha, the resulting merits will be enormous. At the time of
Master Xing An giving teaching to the followers, he asked everyone to generate
supreme Bodhicitta before the relic of the Buddha.
我的家鄉就在寧波，我幼年時就常去天童寺和阿育王寺。那時在阿育王寺就

曾經在一位高僧面前聽過《勸發菩提心文》，對我有很大的加持，聽了以後，
我就發願要戒殺和素食。

My hometown is Ningbo. I visited the Tiantong Temple and the Asoka Monastery a
lot in my childhood. I once listened to a teaching of The Exhortation to Resolve Upon
Bodhicitta from a great master in the Asoka Monastery and felt great blessings. After
that, I vowed to stop killing and become a vegetarian.
在《勸發菩提心文》中，省庵大師傳授了十個發起菩提心的修法竅訣 , 從十個
角度讓我們發起菩提心。

According to The Exhortation to Resolve Upon Bodhicitta, Master Xing An talked
about ten know-hows of practicing on generating Bodhicitta from te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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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 all know that if we bring forth Bodhicitta in front of holy objects such

Ekayana

site for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a piece of the skull relic of the Buddha is enshrined

一者，念佛重恩故。
No. 1: Remind ourselves about the immense loving-kindness from the
Buddha.
如果大家學過《普賢上師言教》就會知道，我們每個人所有的快樂都是來自
於佛菩薩、來自於善知識的加持。炎炎夏日，我們臉上吹過的一絲涼風，也
是佛的加持、善知識的加持。如果沒有佛陀，輪廻裡面就是一片黑暗，不可
能有任何的光明。因爲有了佛陀，才帶給我們衆生光明。

From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we’ve learned that all happiness of everyone
comes from the blessings of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our virtuous teachers.
Even the gentle touch of a breeze on the face in hot summer comes from the blessing
of the Buddha and our virtuous teachers. If there were no Buddha, life in Samsara
would have been in absolute darkness, no light at all. It is the Buddha who has
brought light to all sentient beings.
《入菩薩行論》中云：「猶如烏雲暗夜中，刹那閃電極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
世人暫萌修福意。」就是說，哪怕我們產生一刹那的善念，都是佛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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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能夠成爲人類，能夠聽到佛法，這完全都是佛的加持，所以佛陀對
我們的恩德是無可比擬的。

In 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s Way of Life, it is stated that:
“Like a lightning illuminates a dark cloudy night,
In an instant releasing brilliant brightness,
It is due to the powerful blessings from the Buddha,
That a momentary kindness sprouts in people’s mind.”
That is to say, even a kind thought arising in a split second comes from the blessings
of the Buddha, so is our rebirth as human and hav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hearing
the precious Dharma teaching today. The loving-kindness from the Buddha is
incomparable.
我們瞭解了佛陀對我們的恩德不去報答，那實在是不應該。所以我們必須要
發菩提心，成就無上菩提，像佛陀一樣去度化無量衆生，這樣才能報答佛陀
的恩德。

Since we’ve learned the kindness of the Buddha,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we do not
want to repay it. Therefore, we must generate Bodhicitta to attain the supreme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 infinite sentient beings just as the Buddha
di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repay the kindness of the Buddha.
二者，念父母恩故。

No. 2: Remind ourselves about the kindness of parents.
一切衆生都曾經做過我們的父母。我們如何來報答這些生生世世父母的恩德

呢？我們必須要給他們暫時和究竟的利益。而讓一切父母衆生獲得暫時與究
竟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我們要發菩提心，爲利益一切父母衆生而成就無上
菩提。這一點在《普賢上師言教》裡面都有很詳細的講解。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een our parents before. How should we repay the kindness
of parents in all the lives we’ve lived? We must give them temporary and ultimate
benefits. The best way is that we develop Bodhicitta and attain the supreme
enlightenment. This has been explained in detail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三者，念師長恩故。
No. 3: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kindness of our virtuous teachers.
父母給了我們身體，善知識給了我們更重要的智慧生命。

Parents give us the physical body. Virtuous teachers give us the life of wisdom,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爲我們有業障，無法親自跟佛陀交流，得到佛陀的教誨。但是慈悲的上師，

他們來到我們面前，給我們傳授佛法。從這個角度來講，上師的恩德超過十
方三世一切的佛陀。

Without virtuous teachers,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sentient being to attain
Buddhahood. The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of all the Buddhas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s all because of their virtuous teachers. Without our masters, we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Three Jewels are. Because of our karmic obstacles, we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Buddha in person to receive his teachings. However, our
compassionate masters come and impart Buddhist teachings to u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kindness of our masters surpasses all that of the Buddhas of the Ten
Directions and the Three Periods.
我三十年來修行佛法的心得，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依止善知識。」
The experience I have gained during my thirty years of Dharma practice can be
summarized in one sentence, that is, we must follow the virtuous teachers.
《前行廣釋》中引用《增壹阿含經》中的教言時，也這樣說：「所有梵行全

部依靠善知識而得，佛陀自己也是依善知識證悟的。」所以我們要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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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爲依止善知識而成佛的。如果沒有上師，我們甚至連三寶都不知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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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善知識，一切衆生都不可能成佛。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都

地瞭解，善知識對我們的恩德是無與倫比的。
In the Great Commentary on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s of the Great Perfection, there is a
citation of the teachings from the Ekottarikagama as follows: “All the pure practices
are taught by the virtuous teachers. Even the Buddha himself learned from his
virtuous teachers on the path of obtaining enlightenment.” So we need to know very
clearly that the kindness received from our teachers is beyond comparison.
我們瞭解了善知識無與倫比的恩德，我們唯有發菩提心，追隨上師的足跡，
像他們一樣發菩提心，像他們一樣成就，像他們一樣度化衆生，才能報答他
們的恩德。

After realizing the incomparable kindness from our masters, we can only repay
them by following their footsteps, to cultivate Bodhicitta like they did,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like they did and to enlighten all sentient beings like they did.
四者，念施主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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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kindness of our benefactors.
施主，就是供養我們的人。在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不能夠離開別人而獨自生
存，特別是我們修行人。我們的成就，除了有上師三寶的加持以外，還有很

多衆生的支持。支持我們的這些人對我們的恩德也是非常大的。如果沒有這

些人的支持，我們可能沒辦法繼續修行下去。我們要瞭解他們的恩德，報答
他們的恩德。

Benefactors are those who provide for us. No one can survive without others,
especially for practitioners like us. Apart from the blessings of our masters and the
Three Jewels, we also need support from many others for our achievements. These
people supporting us have immense kindness to us too. Without their support,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continue our practice.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kindness
and repay them.
如何能夠最好地報答他們的恩德呢？就是要發菩提心，早日成就無上菩提。
How can we repay their kindness in the best way? It is for us to cultivate Bodhicitta
and attain enlighte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五者，念衆生恩故。
No. 5: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kindnes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無始以來，一切衆生都曾經做過我們的父母。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當然要

爲一切衆生而發菩提心。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een our parents before. From this perspective, of course
we should cultivate Bodhicitta for them.
同時，我們要成爲一個菩薩，首先要有發菩提心的對境。佛陀在《普賢行願品》
中說：「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因爲有衆生，所以我們才能生起大悲心；因爲有大悲心，我們才能生起菩
提心；因爲有菩提心，我們未來才會成佛。所以衆生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Meanwhile, in order to become Bodhisattvas, we need an object for cultivating
Bodhicitta. In Practices and Vows of the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the Buddha
said that, “Great compassion arises due to sentient beings. Bodhicitta arises due to
great compassion. Perfect enlightenment arises due to Bodhicitta.” Because there
are sentient beings, we can develop the great compassion. Because of the great
compassion, we can generate Bodhicitta. Because of Bodhicitta, we can attain
Buddhahood in the future. So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六者，念生死苦故。

Because we understand the sufferings in Samsara, we generate Bodhicitta.
在《普賢上師言教》裡面也曾經講過：「我們在輪廻當中沒有一絲的安樂，

就像糞坑裡面不可能會有香氣一樣。」當然這句話，我們在現代發達社會的
人很難體驗到。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去比較偏遠的地區，你
就可能會體驗到。現在人認爲，洗手間都很乾淨（阿闍梨笑）。

It is stated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that “There is no happiness at all in
Samsara, just like there is no trace of fragrance in a cesspit.” Of course, it is hard
for the people in this modern worl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is statement. I
suggest that you go find a toilet in a remote area if possible, so you can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 all this. Modern people think that all the toilets are clean. （Acharya
laughed）
我們現在社會物質太豐富了，有的時候就生不起出離心。前兩天我們跟一個
歐洲的朋友交流，他就說：「我們人很幸福啊，輪廻很好啊，爲什麼要質疑

呢？」爲什麼天人比較難以修行？就是因爲他的痛苦很小。所以佛教裡面講，

痛苦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佛陀說：「以苦爲師。」苦，就是我
們的上師。當我們瞭解輪廻的痛苦的時候，我們才能夠瞭解衆生的痛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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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瞭解輪廻的痛苦，而發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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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6: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sufferings of life and death.

能生起真正的大悲心，才能夠真正發無上菩提心。
In our modern society, the abundant materials are overwhelming, so sometimes
it’s hard for us to generate renunciation. A few days ago,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a friend in Europe. He said, “The human life is happy, and Samsara is good.
Why should we question about this?” This is why we say that it is somewhat hard
for beings in heaven to practice. Because they have little suffering. According to
Buddhism, suffering is very good for us. The Buddha said we should regard the
suffering as our teacher. Suffering is our master. Only when we understand the
suffering in Samsara, can we see the affliction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en we
can generate the genuine great compassion, and then we can obtain the supreme
Bodhicitta.
七者，尊重己靈故。
No. 7: Respect our own Buddha nature.
我們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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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hould respect ourselves, and our own Buddha nature.
爲什麼？因爲佛陀和我們都有佛性。佛陀已經成佛了，而我們還是在輪廻，

但是我們的佛性是一樣的。所以我們應該感到慚愧，我們辜負了自己的佛性。
這就是我們講的「覺悟就是佛，迷惑就是衆生」。如果想不辜負自己的佛性，

就要成佛；如果要成佛，首先要發菩提心，這也是發菩提心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如果不發菩提心，不成佛，那麼就是在辜負自己的佛性。

Why? Because the Buddha and all of us have the Buddha nature. The Buddha has
attained Buddhahood while we are still trapped in Samsara, although we have the
same Buddha nature. So we should feel ashamed of ourselves because we have
failed our Buddha nature.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saying “one is the Buddha when
awakened, and an ordinary being when confused”. One should become a Buddha
so as not to fail his Buddha nature. To become a Buddha, cultivate Bodhicitta first.
This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reason for cultivating Bodhicitta. When not cultivating
Bodhicitta, or not becoming a Buddha, you’re failing your Buddha nature.
八者，懺悔業障故。
No. 8: Repent our negative karmas.
《入菩薩行論》中云：「菩提心如末劫火，刹那能毀諸重罪。」我們發起一

念的菩提心，就可以消除無量的業障。「菩提心樹恆生果，非僅不盡反增茂。」
我們生起一念的菩提心，就可以積累無量的福德資糧。

In 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s Way of Life, it is stated that “Bodhicitta is like fire at
the end of a Kalpa that can destroy serious sins in an instant.” Just one thought of
Bodhicitta can eliminate immeasurable karmic obstacles. It is also stated that “The
tree of Bodhicitta constantly grows fruit; it never fades but flourishes increasingly.”
One thought of Bodhicitta can accumulate immeasurable merits for us.
業障會導致我們輪廻痛苦。如果我們不想受苦，就必須要好好地發菩提心，
通過發菩提心來清淨業障，積累資糧。而且我們有了菩提心，就不太會再造
惡業了。所以菩提心是清淨業障最強有力的修法之一。

The karmic obstacles result in our sufferings in Samsara. If we do not want to suffer,
we must cultivate Bodhicitta diligently, so as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karmas
and accumulate merits through the obtained Bodhicitta. Moreover, when we have
obtained Bodhicitta, there’s little chance for us to produce negative karmas. So
Bodhicitta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ays to eliminate negative karmas.
九者，求生淨土故。

有的諸佛菩薩，包括傳承上師，像法王如意寶，都提倡我

們一定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在喇榮五明佛學院，每年都

有極樂法會，一起共修阿彌陀佛的修法。要求生西方極樂
世界，一般來說，就必須要發菩提心。

There are a lot of obstacles against our practices in
this Saha world. While in the Pureland there are many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our practices.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cluding our lineage masters such as H.H.
Khenpo Jigme Phuntsok always encouraged us to aspire to
be reborn in the Western Pureland. The Larong Five Sciences
Buddhist Academy holds an Ultimate Bliss Dharma Assembly
every year, during which all the Buddhist practitioners do the
Amitabha practice together. Generally, you need to develop
Bodhicitta in order to gain re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land.
到了極樂世界以後，我們修行就不會再退轉。在娑婆世
界，我們修行非常容易退轉。當然，有一種人除外，就是

高段位的菩薩，他碰到任何的困難都不會退轉，這樣的人

就不一定要去西方極樂世界。就像藏傳佛教裡面很多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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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娑婆世界修行會有很多障礙，而在極樂世界修行會有很多的順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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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9: Aspire to gain re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land.

世活佛，我相信他們都是輪廻中的勇士，所以他們可能不需要去極樂世界。
我們要祈請這些不斷在輪廻中度化衆生的大菩薩們，讓他們長久住世。

After we’re reborn in the Pureland, we will not go backwards in our practice. In
the Saha world, we go backwards in our practice easily. Of course, there’s one
exception. That is, the high-level Bodhisattvas will never go backwards no matter
what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 These Bodhisattvas don’t need to go to the Western
Pureland. I believe that many tulkus in Tibetan Buddhism are the warriors in
Samsara, so they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go to the Pureland. We should pray for
their longevity and forever presence in this world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ously
enlighten the sentient beings in Samsara.
十者，爲念正法得久住故。
No. 10: Remind ourselves to keep Dharma alive forever.
第十個發菩提心的原因，是爲了讓正法久住。
The tenth reason for generating Bodhicitta is to try to keep Dharma alive for a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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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因爲如果佛法存在於這個世界上，那麼衆生就會有希望，就會有光明。我們
爲什麼要祈請所有住持教法的高僧大德長久住世呢？也是因爲只有他們長久
住世，佛法才會住世。

As long as the Dharma exists in this world, there is hope for the sentient beings, as
well as light. Why do we pray for the longevity and presence of all the great masters
in the world? This is because the Dharma can exist only when they do.
佛法是非常尊貴的。沒有佛法，這個世界就是一片黑暗。我們作爲一個佛弟
子一定要發菩提心，要追隨諸佛菩薩、傳承祖師的足跡，來弘揚佛法，

利益衆生。如果沒有人發菩提心，沒有人去學習、繼承、弘揚佛法，佛
法就會越來越衰弱，甚至就沒有了。所以爲了讓正法久住，爲了
能夠弘揚佛法、利益衆生，我們必須要發菩提心。

The Dharma is very precious. Without it, the whole world would be in
total darkness. Being a Buddhist, we must generate Bodhicitta, and
follow the steps of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lineage masters,
to spread the teaching of Dharma and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If
no one generates Bodhicitta, or learns, inherits, or spreads the Dharma,
it will fade and even perish. Therefore, we have to cultivate Bodhicitta to preserve

and spread the Dharma, as well as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省庵大師認爲，有這樣十種原因，我們必須要發菩提心。在《勸發菩提心文》
裡面，還有更加詳細的具體觀修方法，我今天只是非常簡單的介紹。

The ten points above are why Master Xing An believed we must generate Bodhicitta.
They are elaborated in greater details in The Exhortation to Resolve Upon Bodhicitta.
Today I only give a very brief introduction.

諸宗廣傳的「四弘誓願」的菩提心教法
Bodhicitta teachings of 「Four Great Vows」 widely adopted in
all Buddhist traditions
一般在漢傳佛教當中講到發菩提心都會念四句話：

In Chinese Buddhism, the following four verses are usually recited when it com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Bodhicitta.
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

Afflictions are inexhaustible; I vow to eliminate them.
Dharma doors are immeasurable; I vow to master them.
The Path of the Buddha is unsurpassable: I vow to fulfill it.
據佛經記載，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都是通過這四句話來發菩提心。我

們要發心普度一切父母衆生，首先要幫助自己消除所有的煩惱。我們的煩惱

無量無邊，所以我們要有八萬四千的法門來對治自己八萬四千的煩惱。《菩
提道次第廣論》裡面曾經講到，佛陀講的每一個方法，其實都是爲了對治我

們衆生的每一個煩惱。所以爲了對治無量的煩惱，我們必須要「法門無量誓
願學」，最後就可以成就無上菩提。

According to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ll the Buddhas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e Bodhicitta by these four verses. We should generate the wish to enlighten
all the mother beings. In order to do so, we need to eliminate all our afflictions first.
Since we have immeasurable afflictions, we need many Dharma doors (sometimes
known as eighty four thousand doors) to fight against them. According to The Great
Treatise on the 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every method of Dharma practice
taught by the Buddha is aimed at solving one specific type of affliction.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nnumerable afflictions, we must vow to master the immeasu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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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ent beings are innumerable; I vow to enlight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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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Dharma doors. In the end, we will attain the supreme Buddhahood.

唐密中究竟的菩提心
Ultimate Bodhicitta in Tangmi (Tang Dynasty Tantric Buddhism).
菩提心在佛陀的教法裡面有很多的種類，我們上面講的這些主要是世俗菩提
心。

There are many classifications of Bodhicitta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
teachings given above mainly center on the worldly Bodhicitta.
在唐代的密宗當中對菩提心有更深的解釋。唐密中有一本經叫《大日經》，

經中云：「云何菩提 ? 謂如實知自心。」什麼叫菩提？就是真實地認識自己
心的本性，真實地瞭解自己心的本性，這就叫菩提心，這才是究竟的菩提心。
這種說法跟大圓滿的說法其實是一樣的。

There is a deeper elaboration of Bodhicitta in Tangmi. There is a Tamgmi sutra
called the Mahavairocana Sutra . It says, “What is Bodhi? It is to know the mind as

32

經論聞思

Ekayana

it truly is.” What is Bodhi? It is to truly realize the nature of our mind. This is the
Bodhicitta--the ultimate Bodhicitta. In this sense, the definition of Bodhicitta here is
the same as what is taught in Dzogchen.
在唐代密宗裡面對密宗修行者的要求是什麼呢？你如果要修行本尊或者修行

密法，你必須要認識心的本性。唐密的一些祖師有這樣的說法：你如果能夠
安住在心的本性裡面，那你所有的身、語、意都會成爲佛陀的三密。安住在

心的本性之後，你的身語意都會成爲佛陀的身語意。這在以前的傳承祖師的
論典裡面是這樣說的。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Tangmi practitioners? In Tangmi, if a practitioner
wants to engage in Yidam or other secret practices, they should first realize the
nature of mind. According to some Tangmi masters, if you can abide in the nature
of your mind, your behaviors, speeches and thoughts will become the Three Secrets
of the Buddha. When you abide in the nature of mind, your behaviors, speeches and
thoughts will become the respective ones of the Buddha. The same has also been
said in the essays and books of the previous lineage masters.
所以菩提心的教法其實是無比深奧的。佛在這部《菩薩修行四法經》中說：「當
發大菩提心，寧失身命不應退轉。」你不能夠忘記菩提心，縱遇命難，莫捨
菩提心。所以菩提心非常重要。

Therefore, the teachings of Bodhicitta are actually unfathomably profound. The

Buddha said in this Sutra of Four Methods of Practice of Bodhisattvas as Taught by

the Buddha : “One should generate the great Bodhichitta, never retreating even at the
cost of losing his life”. We should never forget Bodhicitta, or abandon Bodhicitta
even at the cost of our lives. So, Bodhicitta is extremely important.
以上就是佛陀專門爲菩薩們開示修行方法所講的第一個要點——發菩提心。
菩提心可以說是大乘佛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要點，如果沒有菩提心，我們就
不是一個大乘的佛弟子。

The above is the first key point given by the Buddha to Bodhisattvas, i.e., cultivation
of Bodhicitta.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n Mahayana Buddhism. Without
Bodhicitta, we are not genuine Mahayana Buddhists.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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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序
宋餘杭郡沙門元照述

天台止觀有四本，一曰圓頓止觀，大師於荊州玉
泉寺說，章安記爲十卷。二曰漸次止觀，在瓦官
寺說，弟子法愼記本三十卷，章安治定爲十卷。
今禪波羅蜜是。三曰不定止觀，即陳尚書令毛喜
請大師出，有一卷。今六妙門是。四曰小止觀，
即今文是。大師爲俗兄陳鍼出。實大部之梗槩。

入道之樞要。曰止觀，曰定慧，曰寂照，曰明靜，
皆同出而異名也。若夫窮萬法之源底，考諸佛之

修證。莫若止觀。天台大師靈山親承，承止觀也。
大蘇妙悟，悟止觀也。三昧所修，修止觀也。縱
辯而說，說止觀也。故曰說己心中所行法門，則
知台教宗部雖繁。要歸不出止觀，舍止觀不足以

明天台道。不足以議天台教。故入道者不可不學，
學者不可不修。柰何叔世寡薄馳走聲利，或膠固
於名相，或混肴於闇證。其書雖存，而止觀之道
蔑聞於世。得不爲之痛心疾首哉。今以此書流通
于世，將使聞者見者，皆植大乗縁種。況有修者
有證者，則其利尚可量耶。予因對校乃爲敘云，
時紹聖二年仲秋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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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均等此則行乖圓備，何能疾登極果。故經云，
聲聞之人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智慧力多，
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力等，是故
了了見於佛性。以此推之，止觀豈非泥洹大果之

要門，行人修因之勝路。衆德圓滿之指歸，無上
極果之正體也。若如是知者止觀法門實非淺，故

欲接引始學之流輩，開矇冥而進道，說易行難。
豈可廣論深妙。今畧明十意，以示初心行人登正

道之階梯，入泥洹之等級。尋者當愧爲行之難成，
毋鄙斯文之淺近也。若心稱言旨於一眴間，則智
斷難量神解莫測。若虚構文言情乖所說，空延歳

月，取證無由。事等貧人數他財寳，於己何益者
哉

具縁第一 訶欲第二 棄盖第三
調和第四 方便第五 正修第六
善發第七 覺魔第八 治病第九
證果第十

今畧舉此十意，以明修止觀者，此是初心學坐之

急要。若能善取其意而修習之，可以安心免難，
發定生解證於無漏之聖果也

具縁第一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上

夫發心起行欲修止觀者，要先外具五縁。第一持

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持戒不同，一者若人未作佛弟子時不造五逆，後

一名童蒙止觀亦名小止觀

隋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述

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

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

要。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則策發神解之妙術。
止是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

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故法華經云，
佛自住大乗，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
衆生。當知此之二法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若偏

修習即墮邪倒。故經云，若偏修禪定福德，不學
智慧，名之 曰 愚。偏學智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
曰 狂。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輪轉盖無差別。

戒清淨，如經中說，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
苦智慧，是故比丘應持戒清淨。然有三種行人，
遇良師教受三歸五戒爲佛弟子。若得出家受沙彌
十戒。次受具足戒作比丘比丘尼，從受戒來清淨
護持無所毀犯，是名上品持戒人也。當知是人修
行止觀必證佛法，猶如淨衣歳易受染色。二者若

人受得戒已，雖不犯重。於諸輕戒多所毀損，爲
修定故即能如法懺悔，亦名持戒清淨能生定慧，

如衣曾有垢膩若能浣淨染亦可著。三者若人受得
戒已，不能堅心護持輕重諸戒，多所毀犯。依小

乗教門即無懺悔四重之法，若依大乗教門猶可滅
除。故經云，佛法有二種健人，一者不作諸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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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作已能悔。夫欲懺悔者，須具十法助成其懺。

名衣食具足。何以故。無此等縁則心不安隱於道

四者求滅罪方法。所謂大乗經中明諸行法，應當

無憒鬧故名之爲靜。有三處可修禪定。一者深山

一者明信因果，二者生重怖畏，三者深起慚愧，
如法修行。五者發露先罪，六者斷相續心，七者
起護法心，八者發大誓願度脫衆生，九者常念十

方諸佛，十者觀罪性無生。若能成就如此十法，

莊嚴道場洗浣清淨著淨潔衣，焼香散華於三寳前
如法修行。一七三七日，或一月三月，乃至經年

專心懺悔。所犯重罪取滅方止。云何知重罪滅相。
若行者如是至心懺悔時，自覺身心輕利得好瑞夢，
或復覩諸靈瑞異相，或覺善心開發，或自於坐中，
覺身如雲如影。因是斬證得諸禪境界。或復豁然
解悟心生善識法相，隨所聞經即知義趣，因是法
喜心無憂悔。如是等種種因縁，當知即是破戒障

道罪滅之相。從是已後堅持禁戒，亦名尸羅清淨，
可修禪定。猶如破壞垢膩之衣。若能補治浣洗清
淨猶可染著。若人犯重禁已恐障禪定，雖不依諸

經修諸行法，但生重慚愧。於三寳前發露先罪，
斷相續心，端身常坐。觀罪性空念十方佛。若出

禪時即須至心焼香禮拜懺悔，誦戒及誦大乗經典。
障道重罪自當漸漸消滅，因此尸羅清淨禪定開發。
故妙勝定經云若人犯重罪已，心生怖畏欲求除滅。
若除禪定餘無能滅，是人應當在空閑處攝心常坐，
及誦大乗經。一切重罪悉皆消滅，諸禪三昧自然

現前。第二衣食具足者，衣法有三種，一者如雪
山大士，隨得一衣蔽形即足，以不遊人間堪忍力
成故。二者如迦葉常受頭陀法，但畜糞掃三衣不

畜餘長。三者若多寒國土，及忍力未成之者。如
來亦許三衣之外，畜百一等物。而要須說淨知量

知足。若過貪求積聚則心亂妨道。次食法有四種，
一者若上人大士，深山絕世，草果隨時得資身者。
二者常行頭陀受乞食法，是乞食法，能破四種邪

命。依正命自活，能生聖道故。邪命自活者，一
下口食，二仰口食，三維口食，四方口食。邪命

之相，如舍利弗爲青目女說。三者阿蘭若處，檀
越送食。四者於僧中結淨食，有此等食縁具足，

有妨。第三得閑居靜處，閑者不作衆事名之爲閑，
絕人之處，二者頭陀蘭若之處。離於聚落極近
三四里，此則放牧聲絕無諸憒鬧。三者遠白衣住

處清淨伽藍中，皆名閑居靜處。第四息諸縁務，
有四意，一息治生縁務，不作有爲事業。二息人
間縁務，不追尋俗人朋友親戚知識，斷絕人事徃

還。三息工巧技術縁務，不作世間工匠技術醫方，
禁呪卜相書數筭計等事。四息學問縁務，讀誦聽

學等悉皆棄捨，此爲息諸縁務。所以者何。若多
縁務，則行道事廢心亂難攝。第五近善知識。善
知識有三，一外護善知識，經營供養善能將護行
人不相惱亂。二者同行善知識，共修一道互相勸
發不相擾亂。三者教授善知識，以內外方便禪定
法門示教利喜。
畧明五種縁務竟

訶欲第二

所言訶欲者，謂五欲也。凡欲坐禪修習止觀，必
須訶責。五欲者，是世間色聲香味觸，常能誑惑
一切凡夫令生愛著。若能深知過罪，即不親近是

名訶欲。一訶色欲者，所謂男女形貌端嚴，脩目

長眉朱唇素齒，及世間寳物。青黃赤白紅紫縹緑，
種種妙色能令愚人見則生愛作諸惡業。如頻婆娑

羅王，以色欲故身入敵國，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
優塡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此等種種過
罪。二訶聲欲者，所謂箜篌箏笛，絲竹金石音樂
之聲，及男女歌詠讚誦等聲。能令凡夫聞即染著

起諸惡業。如五百仙人雪山住，聞甄陀羅女歌聲，
即失禪定心醉狂亂。如是等種種因縁，知聲過罪。
三訶香欲者，所謂男女身香，世間飲食馨香及一

切薰香等。愚人不了香相，聞即愛著開結使門。
如一比丘在蓮華池邊，聞華香氣心生愛樂，池神
即大訶責。何故偷我香氣，以著香故令諸結使臥

者皆起。如是等種種因縁，知香過罪。四訶味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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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謂苦酸甘辛鹹淡等，種種飲食肴膳美味。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命終之後生在酪中受其蟲身。如是等種種因縁，

諸欲患如是

以何能捨之

能令凡夫心生染著起不善業。如一沙彌染著酪味，
知味過罪。五訶觸欲者，男女身分柔輭細滑，寒
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諸好觸。愚人無智爲之沉沒

起障道業。如一角仙，因觸欲故遂失神通，爲婬
女騎頸。如是等種種因縁，知觸過罪。如上訶欲
之法，出摩訶衍論中說。復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

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
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
如鳥競肉，五欲焼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
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

擊石火。智者思之亦如怨賊，世人愚惑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後受無量苦惱。此五欲法與畜生同有，
一切衆生常爲五欲所使，名欲奴僕。坐此弊欲沉

墮三塗，我今修禪復爲障蔽。此爲大賊急當遠之，
如禪經偈中說

生死不斷絕 貪欲嗜味故 養冤入丘冢
虚受諸辛苦 身臰如死尸 九孔流不淨
如厠蟲樂糞 愚人身無異 智者應觀身
不貪染世樂 無累無所欲 是名眞涅槃
如諸佛所說 一心一意行 數息在禪定
是名行頭陀

棄盖第三

所言棄盖者，謂五盖也。一棄貪欲盖，前說外五

塵中生欲。今約內意根中生欲，謂行者端坐修禪，
心生欲覺念念相續。覆盖善心，令不生長覺已應

棄。所以者何。如術婆伽欲心內發，尚能焼身。

況復心生欲火而不焼諸善法，貪欲之人去道甚遠。
所以者何。欲爲種種惱亂住處，若心著欲無由近
道，如除盖偈說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衆生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云何縱塵欲
如何還欲得

沉沒於五情
如愚自食吐

失時懷熱惱
得深禪定樂

一切無樂處
即不爲所欺

二棄嗔恚盖，嗔是失佛法之根本，墜惡道之因縁，
法樂之冤家善心之大賊，種種惡口之府藏。是故
行者於坐禪時思惟。此人現在惱我及惱我親，讃

歎我冤。思惟過去未來亦如是，是爲九惱，故生
嗔恨。嗔恨故生怨，以怨心生故便起心惱。彼如
是嗔覺覆心，故名爲盖。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
釋提婆那以偈問佛
何物殺安樂
吞滅一切善
佛以偈答言
殺嗔則安樂
嗔爲毒之根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殺嗔則無憂
嗔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忍以滅除之令心清淨

三棄睡眠盖，內心昬闇名爲睡，五情闇蔽放恣。
支節委卧睡熟爲眠，以是因縁名爲睡眠。盖能破
今世後世實樂法心，及後世生天及涅槃樂。如是

惡法最爲不善。何以故。諸餘盖情覺故可除，睡
眠如死無所覺識。以不覺故難可滅除。如佛諸菩
薩訶睡眠弟子，偈曰
汝起勿抱臰屍卧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𡸁至安可眠

如得重病箭入體
結賊不滅害未除
亦如臨陣兩刃間
眠爲大闇無所見
以眠覆心無所見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共毒蛇同室居
爾時云何安可眠
日日欺誑奪人明
如是大失安可眠

如是等種種因縁，訶睡眠盖，警覺無常，減損睡
眠，令無昬覆。若昬睡心重，當用禪鎮杖却之。

四棄掉悔盖，掉有三種，一者身掉，身好遊走諸
雜戲謔，坐不暫安。二者口掉，好喜吟詠，競諍

是非，無益戲論世間語言等。三者心掉，心情放
逸，縱意攀縁，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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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心掉。掉之爲法破出家人，心如人攝心由不能

得發。若欲修定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

可禁制，如偈說

我，作是疑慢即爲障定。欲除之法如摩訶衍論中

定。何況掉散。掉散之人如無鈎醉象穴鼻駱駝不
汝已剃頭著染衣
云何樂著戲掉法

執持瓦鉢行乞食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旣失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悔者悔

能成盖。若掉無悔則不成盖。何以故。掉時未在
縁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

爲盖。但悔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

二者如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悔箭入心堅不可拔，
如偈說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焼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後世墮惡道
若應作不作
不以心悔故
不能令不作

若人罪能悔
不應作而作
不作而能作

悔已莫復憂
是則愚人相
諸惡事已作

五棄疑盖者，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信心，

信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譬如有人入於寳山。
若無有手無所能取，然則疑過甚多未必障定。今
正障定疑者有三種，一者疑自，而作是念我諸根

闇鈍。罪垢深重非其人乎。自作此疑，定法終不

二者疑師，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

說，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其臰囊。
行者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佛想。三疑法。
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
心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疑障之義如偈中
說

如人在岐路

疑惑無所趣

諸法實相中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疑亦復如是
生死及涅槃
汝若懷疑惑
不能得解脫
譬如觀岐道

疑故不勤求
定實眞有法
死王獄吏縛
在世雖有疑
利好者應逐

諸法之實相
於中莫生疑
如師子搏鹿
當隨喜善法

佛法之中信爲能入。若無信者雖在佛法終無所獲。
如是種種因縁，覺知疑過當急棄之。問 曰 不善法

廣塵數無量，何故但棄五法。答 曰，此五盖中即
具有三毒等分，四法爲根本。亦得攝八萬四千諸

塵勞門，一貪欲盖，即貪毒。二嗔恚盖，即嗔毒。
三睡眠及疑，此二法是癡毒。四掉悔，即是等分
攝合爲四分。煩惱一中有二萬一千，四中合爲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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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四千。是故除此五盖，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

後，方法不同是則入住出相有異也。夫初欲入禪

重病得差。如飢餓之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中得自

進止，動靜運爲，悉須詳審。若所作麤鑛則氣息

行者如是等種種因縁棄於五盖，譬如負債得脫。

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如是。除此五盖，其心

安隱清涼快樂。如日月以五事覆翳煙塵雲霧羅睺
阿修羅手障，則不能明照，人心五盖亦復如是

調和第四

夫行者初學坐禪，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應當先

發大誓願，度脫一切衆生。願求無上佛道，其心
堅固猶如金剛，精進勇猛不惜身命。若成就一切

佛法終不退轉。然後坐中正念思惟一切諸法眞實
之相。所謂善不善無記法，內外根塵妄識，一切
有漏煩惱法。三界有爲生死因果法，皆因心有。
故十地經云，三界無別有，唯是一心作。若知心

無性則諸法不實，心無染著則一切生死業行止息。
作是觀已，乃應如次起行修習也。云何名調和，
今借近譬以況斯法，如世間陶師欲造衆器。先須

善巧調泥，令使不疆不愞。然後可就輪䋲。亦如

彈琴前應調弦，令寛急得所，方可入弄出諸妙曲。
行者修心亦復如是。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

易生，有所不調多諸妨難。善根難發，一調食者，
夫食之爲法，本欲資身進道。食若過飽則氣急，
身滿百脈不通，令心閉塞坐念不安。若食過少，

則身羸心懸意慮不固此二皆非得定之道。若食穢

觸心物，令人心識昬迷。若食不宜之物則動宿病，
使四大違反，此爲修定之初，須深愼之也。故經

云，身安則道隆，飲食知節量，常樂在空閑，心
靜樂精進，是名諸佛教。二調睡眠者，夫眠是無

明惑覆，不可縱之。若其眠寐過多非唯廢修聖法，
亦復喪失功夫。而能令心闇昧善根沉沒。當覺悟
無常調伏睡眠，令神氣清白念心明淨。如是乃可

棲心聖境三昧現前。故經云，初夜後夜亦勿有廢，
無以睡眠因縁，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當念無常

之火焼諸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三調身，四
調息，五調心。此三應合用不得別說，但有初中

調身者，行人欲入三昧調身之宜。若在定外行住

隨麤，以氣麤故則心散難録。兼復坐時煩憒心不

恬怡，身雖在定外亦須用意。逆作方便後入禪時，
須善安身得所。初至䋲牀即須先安坐處，每令安
穩久久無妨。次當正脚。若半跏坐以左脚置右脚

上，牽來近身，令左脚指與右䏶齊，右脚指與左
䏶齊。若欲全跏即正右脚置左脚上。次解寛衣帶
周正，不令坐時脫落。次當安手以左手掌置右手

上，重累手相對頓置左脚上。牽來近身當心而安。
次當正身先當挺動其身并諸支節，作七八反如似
按摩法，勿令手足差異。如是已則端直，令脊骨
勿曲勿聳。次正頭頸令鼻與臍相對，不偏不邪，
不低不昂，平面正住。次當口吐濁氣吐氣之法開

口放氣，不可令麤急。以之緜緜恣氣而出，想身

分中百脈不通處。放息隨氣而出。閉口鼻納清氣。
如是至三，若身息調和但一亦足。次當閉口唇齒

纔相拄著，舌向上㗁。次當閉眼纔令斷外光而已，
當端身正坐。猶如奠石，無得身首四肢切爾搖動。
是爲初入禪定調身之法。舉要言之，不寛不急是

身調相。四，初入禪調息法者，息有四種相，一
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云
何爲風相。坐時則鼻中息出入覺有聲是風也。云

何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
云何氣相。坐時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是
氣相也。云何息相。不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
存若亡，資神安隱情抱悅豫，此是息相也。守風
則散，守喘則結，守氣則勞，守息即定。坐時有

風喘氣三相，是名不調而用心者，復爲心患，心
亦難定。若欲調之當依三法，一者下著安心，二
者寛放身體，三者想氣。徧毛孔出入通同無障，
若細其心令息微微然，息調則衆患不生，其心易

定。是名行者初入定時調息方法。舉要言之。不

澀不滑是調息相也。五初入定時調心者，有三義，
一入二住三出。初入有二義，一者調伏亂想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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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逸，二者當令沉浮寛急得所。何等爲沉相。若

偈說

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縁中無分散意此可治

欲住而欲去

坐時心中昬暗無所記録，頭好低𡸁，是爲沉相。

沉。何等爲浮相。若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
外異縁此是浮相。爾時宜安心向下，繫縁臍中制

諸亂念，心即定住則心易安靜。舉要言之。不沉
不浮，是心調相。其定心亦有寛急之相，定心急
病相者，由坐中攝心用念。因此入定是故上向，
胷臆急痛當寛放其心想，氣皆流下患自差矣。若
心寛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逶迤，或口中涎流

或時闇晦。爾時應當斂身急念，令心住縁中。身
體相持以此爲治心，有澀滑之相推之可知，是爲
初入定調心方法。夫入定本是從麤入細，是以身

旣爲麤，息居其中。心最爲細靜，調麤就細令心
安靜，此則入定初方便也。是名初入定時調三事
也。二住坐中調三事者，行人當於一坐之時隨時

長短，十二時或經一時，或至二三時攝念用心。

是中應須善識身息心三事調不調相。若坐時向雖
調身竟，其身或寛或急或偏或曲或低或昂，身不

端直。覺已隨正，令其安隱中無寛急，平直正住。
復次一坐之中，身雖調和而氣不調和。不調和相

者，如上所說。或風或喘，或復氣急，身中脹滿
當用前法隨時治之。每令息道綿綿如有如無。次
一坐中身息雖調，而心或浮沉寛急不定。爾時若
寛當用前法調令中適。此三事的無前後，隨不調

者而調適之。令一坐之中，身息及心三事，調適
無相乖越，和融不二此則能除宿患。妨障不生定

道可剋。三出時調三事者，行人若坐禪將竟。欲
出定時，應前放心異縁開口放氣。想從百脉隨意

而散，然後微微動身。次動肩膊及手頭頸，次動
二足悉令柔輭，次以手徧摩諸毛孔，次摩手令暖

以揜兩眼，然後開之。待身熱稍歇，方可隨意出
入。若不爾者坐或得住心，出旣頓促則細法未散

住在身中，令人頭痛百骨節疆。猶如風勞，於後
坐中煩躁不安。是故心欲出定每須在意，此爲出

定調身息心方法。以從細出麤故，是名善入住出，

進止有次第

麤細不相違

譬如善調馬

法華經云，此大衆諸菩薩等，已於無量千萬億劫，
爲佛道故勤行精進，善入住出無量百千萬億三昧，
得大神通久修梵行。善能次第習諸善法

方便行第五

夫修止觀，須具方便法門。有其五法，一者欲，

欲離世間一切妄想顚倒，欲得一切諸禪智慧法門

故，亦名爲志，亦名爲願，亦名爲好，亦名爲樂。
是人志願好樂一切諸深法門故，故名爲欲。如佛

言 曰，一切善法欲爲其本。二者精進，堅持禁戒
棄於五盖。初夜後夜專精不廢。譬如鑽火未熱終

不休息，是名精進善道法。三者念，念世間爲欺

誑可賤，念禪定爲尊重可貴。若得禪定即能具足，
發諸無漏智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生。

是爲可貴，故名爲念。四者巧慧，籌量世間樂，

禪定智慧樂得失輕重。所以者何。世間之樂，樂
少苦多處誑不實，是失是輕。禪定智慧之樂，無

漏無爲寂然閑曠。永離生死，與苦長別是得是重。
如是分別故名巧慧。五者一心，分明明見世間可
患可惡，善識定慧功德可尊可貴，爾時應當一心

決定修行止觀，心如金剛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設
使空無所獲終不回易，是名一心。譬如人行先須
知道通塞之相。然後決定一心涉路而進，故說巧
慧一心。經云，非智不禪非禪不智，義在此也

正修行第六

修止觀者有二種，一者於坐中修，二者歷縁對境

修。一於坐中修止觀者，於四威儀中亦乃皆得。
然學道者坐爲勝故。先約坐以明止觀，畧出五意
不同。一對治初心麤亂修止觀，所謂行者初坐禪
時心麤亂故。應當修止以除破之。止若不破即應
修觀，故云對破初心麤亂修止觀。今明修止觀有

二意，一者修止自有三種，一者繫縁守境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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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繫心鼻端臍間等處，令心不散。故經云，繫心

照，而心不明淨亦無法利。爾時當試修止止之。

即便制之不令馳散。故經云，此五根者心爲其主，

心若於坐禪時，雖爲對治心浮動故修止，而心不

不放逸亦如猿著鎖。二者制心止所謂隨心所起，
是故汝等當好制心。此二種皆是事相不須分別。

三者體眞止。所謂隨心所念，一切諸法悉知從因

縁生，無有自性。則心不取，若心不取則妄念心
息，故名爲止。如經中說云
一切諸法中
故號爲沙門

因縁空無主

息心達本源

行者於初坐禪時，隨心所念一切諸法。念念不住。
雖用如上體眞止而妄念不息。當反觀所起之心，

過去已滅。現在不住，未來未至，三際窮之了不
可得。不可得法則無有心。若無有心則一切法皆

無。行者雖觀心不住皆無所有，而非無刹那。任
運覺知念起。又觀此心念以內有六根外有六塵，
根塵相對故有識生，根塵未對識本無生。觀生如

是觀滅亦然。生滅名字但是假立，生滅心滅。寂
滅現前了無所得，是所謂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

止，起信論云，若心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
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
念念不可得。謂初心修學未便得住，抑之令住徃

徃發狂，如學射法久習方中矣。二者修觀有二種，
一者對治觀，如不淨觀對治貪欲。慈心觀對治嗔

恚，界分別觀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尋思等，
此不分別也。二者正觀，觀諸法無相並是因縁所

生，因縁無性即是實相。先了所觀之境一切皆空，
能觀之心自然不起。前後之文多談此理，請自詳
之。如經偈中說
諸法不牢固
一切無想念

常在於念中

已解見空者

二對治心沉浮病修止觀行者，於坐禪時。其心闇

塞無記瞪瞢，或時多睡。爾時應當修觀照了。若
於坐中其心浮動輕躁不安。爾時應當修止止之，

是則畧說對治心沉浮病修止觀相。但須善識藥病
相對用之，一一不得於對治有乖僻之失。三隨便

宜修止觀行者於坐禪時，雖爲對治心沉故修於觀

若於止時即覺身心安靜，當知宜止，即應用止安

住，亦無法利。當試修觀，若於觀中。即覺心神

明淨寂然安隱。當知宜觀，即當用觀安心，是則

畧說隨便宜修止觀相。但須善約便宜修之則心神
安隱煩惱患息，證諸法門也。

四對治定中細心修止觀。所謂行者先用止觀對破
麤亂，亂心旣息即得入定。定心細故覺身空寂受

於快樂，或利便心發能以細心取於偏邪之理。若
不知定心止息虚誑，必生貪著。若生貪著執以爲

實。若知虚誑不實，即愛見二煩惱不起，是爲修
止。雖復修止若心猶著愛見結業不息。爾時應當

修觀，觀於定中細心。若不見定中細心，即不執

著定見。若不執著定見，則愛見煩惱業悉皆摧滅，
是名修觀。此則畧說對治定中細心修止觀相，分

別止觀方法並同於前。但以破定見微細之失爲異
也。五爲均齊定慧修止觀，行者於坐禪中因修止

故。或因修觀而入禪定。雖得入定，而無觀慧，

是爲癡定，不能斷結。或觀慧微少，即不能發起
眞慧。斷諸結使發諸法門。爾時應當修觀破析則

定慧均等，能斷結使證諸法門。行者於坐禪時，
因修觀故而心豁然開悟。智慧分明而定心微少，

心則動散。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不能出離生死。
爾時應當復修於止，以修止故則得定心。如密室

中燈則能破暗照物分明，是則畧說均齊定慧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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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止觀也。行者若能如是於端身正坐之中，善用

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則妄念心息，是名修止。云

佛法。能善修故必於一，生不空過也。復此第二

名之爲行。因此行故，則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

此五畨修止觀意。取捨不失其宜，當知是人善修

明歷縁對境修止觀者，端身常坐乃爲入道之勝要。
而有累之身必涉事縁，若隨縁對境而不修習止觀。
是則修心有間絶，結業觸處而起。豈得疾與佛法

相應。若於一切時中，常修定慧方便。當知是人
必能通達一切佛法。云何名歷縁修止觀。所言縁

者，謂六種縁：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作作 ( 下祖卧
切)

六言語。云何名對境修止觀。所言境者謂六塵

境。一眼對色，二耳對聲，三鼻對香，四舌對味，
五身對觸，六意對法。行者約此十二事中，修止

觀故名爲歷縁對境修止觀也。一行者若於行時應
作是念。我今爲何等事欲行，爲煩惱所使，及不
善無記事行即不應行。若非煩惱所使，爲善利益
如法事即應行。云何行中修止。若於行時即知因
於行故，則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了知行心及行

何行中修觀，應作是念。由心動身，故有進趣，
即當反觀行心不見相貌。當知行者及行中，一切

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二住者，若於住時應作
是念。我今爲何等事欲住。若爲諸煩惱及不善無

記事住，即不應住。若爲善利益事即應住，云何
住中修止。若於住時即知因於住故，則有一切煩

惱善惡等法，了知住心及住中一切法，皆不可得。
則妄念心息，是名修止。云何住中修觀，應作是
念。由心駐身故名爲住。因此住故則有一切煩惱

善惡等法。則當反觀住心，不見相貌。當知住者
及住中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三坐者，若
於坐時應作是念，我今爲何等事欲坐。若爲諸煩
惱及不善無記事等，即不應坐，爲善利益事則應

坐。云何坐中修止。若於坐時則當了知因於坐故，
則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而無一法可得。則妄
念不生，是名修止。云何坐中修觀應作是念。由

心所念壘脚安身，因此則有一切善惡等法故名爲
坐。反觀坐心不見相貌，當知坐者及坐中。一切
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

四卧者，於卧時應作是念。我今爲何等事欲卧，
若爲不善放逸等事，則不應卧。若爲調和四大故

卧，則應如師子王卧。云何卧中修止。若於寢息
則當了知因於卧故，則有一切善惡等法，而無一

法可得則妄念不起，是名修止。云何卧中修觀。
應作是念，由於勞乏即便昬闇放縱六情，因此則

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即當反觀卧心不見相貌。
當知卧者及卧中，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
五作者，若作時應作是念，我今爲何等事欲如此

作。若爲不善無記等事，即不應作。若爲善利益

事即應作，云何名作中修止。若於作時即當了知，
因於作故則有一切善惡等法，而無一法可得則妄

念不起，是名修止。云何名作時修觀。應作是念，
由心運於身手，造作諸事。因此則有一切善惡等
法故名爲作。反觀作心不見相貌，當知作者及作

中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六語者，若於語

Ekayana
實修引導

43

時應作是念。我今爲何等事欲語。若隨諸煩惱，

名舌受味時修觀，應作是念。今所受味實不可得。

益事即應語。云何名語中修止。若於語時即知因

舌識生。次生意識強取味相，因此則有一切煩惱

爲論說不善無記等事而語，即不應語。若爲善利
此語故，則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了知語心及語

中一切煩惱，善不善法皆不可得。則妄念心息，
是名修止。云何語中修觀。應作是念，由心覺觀
鼓動氣息，衝於咽喉脣舌齒㗁故出音聲語言，因

此語故則有一切善惡等法，故名爲語。反觀語心

不見相貌。當知語者及語中，一切法畢竟空寂，

是名修觀。如上六義修習止觀隨時相應用之，
一一皆有前五畨修止觀意。如上所說，次六根門
中修止觀者，一眼見色時修止者，隨見色時如水
中月無有定實。若見順情之色不起貪愛。若見違
情之色不起嗔惱。若見非違非順之色，不起無明

及諸亂想，是名修止。云何名眼見色時修觀，應
作是念。隨有所見即相空寂。所以者何。於彼根
塵空明之中，各無所見亦無分別，和合因縁出生

眼識。次生意識，即能分別種種諸色。因此則有

一切煩惱善惡等法，即當反觀念色之心不見相貌。
當知見者，及一切法， 畢竟空寂是名修觀。二耳
聞聲時修止者，隨所聞聲即知聲如響相。若聞順
情之聲不起愛心，違情之聲不起嗔心，非違非順

之聲，不起分別心，是名修止。云何聞聲中修觀。
應作是念。隨所聞聲空無所有，但從根塵和合生

於耳識。次意識生強起分別，因此即有一切煩惱

善惡等法，故名聞聲。反觀聞聲之心，不見相貌，
當知聞者及一切法， 畢竟空寂，是名爲觀。三鼻
齅香時修止者，隨所聞香即知如燄不實。若聞順
情之香不起著心，違情之臭不起嗔心，非違非順

之香不生亂念，是名修止。云何名聞香中修觀。
應作是念，我今聞香虚誑無實。所以者何。根塵

所以者何。內外六味性無分別，因內舌根和合則
善惡等法。反觀縁味之識不見相貌。當知受味者
及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五身受觸時修止
者，隨所覺觸即知如影幻化不實。若受順情樂觸
不起貪著，若受違情苦觸不起嗔惱，受非違非順

之觸。不起憶想分別，是名修止。云何身受觸時

修觀。應作是念，輕重冷暖澀滑等法，名之爲觸。
頭等六分名之爲身，觸性虚假身亦不實。和合因
縁即生身識。次生意識憶想分別苦樂等相，故名
受觸。反觀縁觸之心不見相貌。當知受觸者及一

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六意知法中修止觀相，
如初坐中已明訖。自上依六根，修止觀相。隨所

意用而用之，一一具上五畨之意，是中已廣分別。
今不重辨，行者若能於行住坐卧。見聞覺知等一

切處中。修止觀者，當知是人眞修摩訶衍道。如
天品經云，佛告須菩提。若菩薩行，時知行，坐

時知坐。乃至服僧伽梨，視眴十心出入禪定。當
知是人名菩薩摩訶衍。

復次若人能如是，一切處中修行大乗，是人則於
世間最勝最上。無與等者，釋論偈中說
閑坐林樹間

寂然滅諸惡

憺怕得一心

斯樂非安隱

求利無厭足

衲衣在空閑

斯樂非天樂
動止心常一
種種諸法中
三界無倫匹

人求世間利
自以智慧明
皆以等觀入

名衣好牀褥
觀諸法實相
解慧心寂然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上

合故而生鼻識，次生意識強取香相。因此則有一

切煩惱善惡等法，故名聞香。反觀聞香之心，不

見相貌。當知聞香及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
四舌受味時修止者，隨所受味即知如於夢幻中得

味。若得順情美味不起貪著，違情惡味不起嗔心。
非違非順之味，不起分別憶想，是名修止。云何

註：根據《乾隆大藏經》第八十五册 No，1484《修習
止觀坐禪法要二卷》校對

《
―
―

印光法師嘉言錄
選講

》

連載 【
九 】 智廣阿闍梨
《 在家居士修行之 道》

【原文】

必須要有一個前提——首先應該讀「四書五

一文行兼優深信因果之師，令其先讀四書及五

什麼？「舉凡文字道理，皆不被邪說俗論所

然讀書之時，不可即入現設學校。宜合數家請

經耳。待其學已有幾分，舉凡文字道理，皆不
被邪說俗論所惑。然後令其入現學校，以開其

眼界，識其校事。不致動與時乖，無由上進矣。
能如是，則有天姿者，自能有爲。無天姿者，

亦爲良善。獨善兼善，自利利他，實不外此老
僧常談也。（書一）六二

這一段非常重要，是講如何與現代學校教育接
軌的方法。

然讀書之時，不可即入現設學校。宜合數家請

一文行兼優深信因果之師，令其先讀四書及五

經耳。待其學已有幾分，舉凡文字道理，皆不
被邪說俗論所惑。

現代的教育要不要去接受？學校要不要去讀？

印光大師說，要去讀。但是接受現代的教育，

經」，應該深信因果。達到這個前提的標準是
惑」。

孩子從小要開智慧，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明

信因果，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時
他才能夠進入現代的學校，原則就是這樣的。

現在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資訊非常多，保護孩
子，是不是就要把孩子永遠養在溫室裡面，放
在我們身邊不讓他們出去？不是的！最關鍵是

要教給他分辨的能力。看電影、看電視、上網，
要完全讓他一輩子不做這些事情是不現實的。
我們要在他沒有接觸這些事情之前，給他打預

防針，告訴他正確的是什麼，錯誤的是什麼。
然後在日常生活當中，在他接觸這些的時候幫
他分析，讓他能夠不被邪說俗論所惑。

作爲在家人，不與社會接觸是不可能的；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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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現代的教育，可能性也不是很大。那麼怎

與時乖，無由上進矣。」在具足因果正見、明

不被邪說俗論所迷惑，不被那些不良的資訊所

惑」之後，還是要去學校讀書，這樣可以開眼

樣才能夠保證進入社會，接受現代的教育時，
影響呢？就是要增長孩子的智慧。

我們在讓孩子進入社會學校之前，我覺得最重
要的是要做好兩件事情：

第一，培養孩子賢良的人格和良好的做人習

慣。《孝經》《弟子規》裡所說的道理都能夠
明白，都能夠去力行，成爲他做人的習慣。他
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以《孝經》《弟子規》作
爲規範，非常有禮貌，與人相處都能夠按照這
些聖賢的教言去做。

第二，開啟孩子的智慧，讓他明信因果。小孩
子開智慧，並不是要讓他證悟空性，這對他來
說要求太高了，最重要的是要讓他明信因果，
對因果的道理要非常地清楚明瞭。《太上感應

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這些經典中的教言要非常地熟悉，凡事以此作

爲判斷的標準。他到了社會上，看電視、上網，
他知道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哪些
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事情做了以後會有什
麼樣的後果，他內心裡面都非常地清楚明白。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放心了，否則還是比
較危險的，他會心隨境轉，到最後被社會所污
染，所以讓孩子明信因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令其入現學校，以開其眼界，識其校事。
不致動與時乖，無由上進矣。能如是，則有天
姿者，自能有爲。無天姿者，亦爲良善。獨善
兼善，自利利他，實不外此老僧常談也。

但是，有些學習傳統文化的父母比較極端，不
讓自己的孩子去學校讀書，只學習傳統文化。

不去學校讀書也不是太好。印祖說：「然後令
其入現學校，以開其眼界，識其校事。不致動

白聖賢之道的基礎上，能夠「不被邪說俗論所
界，而且不至於跟不上時代，以至於失去在社
會上發展的機會和空間。

傳統文化的基礎打好了，再去上學。有天資的

孩子，自然能夠有所作爲；無天資者，亦能爲
良善之人。不管獨善其身還是兼濟天下，自利
利他，都可以實現。這就是印祖的智慧忠告。
【原文】

竊謂父母愛子，無所不至。唯疾病患難，更爲
嬰心。小兒甫能言，即教以念南無阿彌陀佛，
及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即令宿世少栽培，承

此善力，必能禍消於未萌，福臻於不知。而關
煞病苦等險難，可以無慮矣。稍知人事，即教
以忠恕仁慈，戒殺放生，及三世因果之明顯事

蹟。俾習以成性。在兒時不敢殘暴微細蟲蟻，
長而斷不至作奸作惡，爲父母祖先之辱。（書

二）三

這段也是講孩子教育。
竊謂父母愛子，無所不至。唯疾病患難，更爲
嬰心。

父母對孩子的愛心是無微不至的。生病的時候
更加地痛惜。

小兒甫能言，即教以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
觀世音菩薩名號。

小孩子剛剛能說話的時候，就要教他念「南無
阿彌陀佛」和「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我們

應該從小就讓孩子念諸佛的萬德名號，因爲佛
號裡面就具足無比的福德。還可以念觀音心咒
「嗡嘛呢巴美吽舍」，在西藏很多的小孩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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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媽媽的時候就會念「嗡嘛呢巴美吽舍」了。
即令宿世少栽培，承此善力，必能禍消於未
萌，福臻於不知。

如果孩子從小就能念誦「嗡嘛呢巴美吽舍」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阿彌陀佛」等這些
佛號心咒的話，即使他前世沒有很大的福報，

只要他每天好好地念，他的福報就會每天增
長，業障就會每天消除，災禍在沒有產生之前

就被消滅了。《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中說：「稱
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所謂「念佛一聲，增福無量」。我們通過念佛
念咒就可以消除很多的業障，就能增長很大的
福報。

稍知人事，即教以忠恕仁慈，戒殺放生，及三
世因果之明顯事蹟。俾習以成性。在兒時不敢
殘暴微細蟲蟻，長而斷不至作奸作惡，爲父母
祖先之辱。

在他有一點點明白事理、開智慧的時候，就一

定要教他「忠恕仁慈，戒殺放生，及三世因

果」等道理，因爲這些非常重要的智慧可以幫
助他一生一世，乃至生生世世獲得快樂，消除

痛苦。積行成習，積習成性，小的時候愛護蟲
蟻等小動物，長大了也不會作奸作惡，成爲父
母祖先的恥辱。

我們現在有很多非常好的教材，比如，《弟子
規》《德育啟蒙》《孝經》等，都可以給孩子
們看一看，講一講；讓他們讀一讀，背一背。

而關煞病苦等險難，可以無慮矣。
有些孩子從小身體特別不好，各種各樣的病、
災難特別多，這是他過去生中福報淺薄、業障

深重的一種表現。如果一個孩子從他能開口說

話時，我們就教他念「嗡嘛呢巴美吽舍」「南
無觀世音菩薩」「南無阿彌陀佛」等這些殊勝
的心咒和名號，他未來的福氣就會非常好，災
難病苦就可以消除，就不用在這方面擔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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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做父母的一定要以身作則，在孩子
面前力行《弟子規》，給他做榜樣。

孩子爲什麼頑劣？爲什麼不聽話？爲什麼有很
多壞習慣？大家想想看，這些壞習慣是從哪裡
來的？極有可能是從父母這裡學來的。這一點
我們一定要非常地謹慎小心，爲人師表、爲人
父母不是那麼容易的。我經常開玩笑：很多父
母都是無證上崗，怎麼做父母親還不知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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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生了孩子。我們的言行舉止中很多不恰當

習傳統文化的話，可能覺得自己還挺不錯的。

也變得非常有問題了。

腳都是毛病：內心當中沒有正知正念，外面的

之處，孩子耳濡目染都學會了，最後這個孩子

現代人結婚可能也沒有上崗證，也不大清楚夫
妻關係該怎麼相處，什麼是作爲父母該做的事
情，什麼是真正地爲孩子好，這些道理很多人
都不懂，這是現代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印光

大師「在家居士修行之道」中一個很重要的內
容就是要把人做好。

想要把人做好，我們一定要聽這些真正聖賢的
教言，這些教言都是經過了時間檢驗的智慧結

晶，再過一萬年還是會有用的。現在有些書，
有些道理，看起來好像是挺有道理，但是過了

十年、二十年可能就被淘汰了。但是佛陀、孔
子這些教言最起碼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印祖
講的道理都是結合了儒家和佛法的精華，是

「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的殊勝教誨，

但是我們如果好好學習，就會發現自己從頭到
行爲也有很多不當之處，坐沒坐相，站沒站
相。如果我們以這樣的行爲給孩子做榜樣，孩

子跟我們學的結果會是怎麼樣？會不會比我們
更差？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定要非常地小
心。

我們是怎樣對待父母親的，未來孩子就會怎樣
對待我們。我們今天對父母非常隨便，孩子以
後會更隨便；我們現在尊重父母親，未來孩子

就會更加尊重我們；我們現在每天說謊吵架，

未來孩子也會變本加厲，比我們更會說謊吵
架。這一點希望大家一定要非常重視！爲了自

己、爲了孩子，我們必須要謹言慎行，好好地
觀照自己的身口意，讓自己的身口意都能夠獲
得清淨。

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學習，牢牢地記住，然後照
這個去做。

我覺得最難的是自己的力行，如果我們從小沒
有受過很多的聖賢教育，那麼現在的言行舉止
就會多有悖德悖理之處。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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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在哥倫比亞大學，與來自各國的教授、
學生以及長期研究、關注藏文化與藏傳佛教的

學者們一起，就藏傳佛教的利美思想進行探討，
我感到很高興。

雖然我 20 年前來過紐約，但來哥倫比亞大學還
是第一次。這次和這裡的教授一起，參觀了校
園，當然還有圖書館。看到很多國家和民族的
教授、學生們能在這麼好的環境裡自由、精勤
地工作和學習，我感到由衷的高興。這裡畢業

的學生中，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高達 98 位，僅

講演者 索達吉堪布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演講

藏傳佛教的包容性

2013 年 4 月 19 日晚上

僅這一點，就顯示出該校的無與倫比。我認爲，
能和大家一起共同學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也十分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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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今天要講的是「藏傳

士；然後在後弘時期，藏傳佛教

然顯現上有差別，但究竟密意別

美」，是藏語發音，翻譯過來是

大；之後，再由宗喀巴大師將其

此已生起很深的定解。

佛 教 的 利 美 思 想 」。 所 謂「 利
無偏墮之意。哪方面無偏墮呢？

首先，藏傳佛教各教派之間無有
偏墮；其次，藏傳佛教與其他佛
教宗派之間無有偏墮；其三，藏
傳佛教與任何宗教之間均無有偏

墮。下面就以上三點，與大家進
行交流。

又由無等阿底峽尊者重新弘揚光

廣弘於十方。顯現上是三位不同

無二致。我經過多年的學習，對

的上師，實際上是一個本體。其

你們當中有學習寧瑪派的，也有

派的上師們，都是一個本體的不

互相排斥。佛弟子之間的互相排

他很多智者也認爲，藏地眾多教
同化現。這樣承許是有理由的，
此處因時間關係，暫不詳述。

學習其他教派的，希望大家不要
斥、詆毀和攻擊，不但會給佛教

帶來危害，也會成爲自己修行的
障礙。我們應該對所有教派觀清
淨心，對佛陀無垢的密意生起信

藏傳佛教各教派之間無有偏
墮

解，這種認識是不可缺少的。

雖然在有些人群中，各教派還有
另一種名字——寧瑪派是紅教，

藏傳佛教有很多教派及分支——

格魯派是黃教，薩迦派是花教，

寧瑪、薩迦、噶舉、格魯、覺囊

噶舉派是白教，等等，但這與其

等。

本身的特色毫不相關。

大概在 19 世紀末，由寧瑪派的蔣

揚欽則旺波、薩迦派的蔣揚洛德

以前華智仁波切到一個寺院，有

派的美亞•更松秋紮等人爲首的

他回答：「佛教。」喇嘛生氣了：

個喇嘛問他：「你是什麼教的？」

旺波、噶舉派的蔣貢康楚、格魯

「我問的不是這個，問你是戴黃

很多藏地智者宣導，發起了利美
運動，並得到各大教派的廣泛回

帽子的還是紅帽子的（意思是黃

應。雖然各派都有各自的見解，

教還是紅教）？」華智仁波切心

但大家一致認爲，弘揚利美思想
很重要。雖然各個教派的上師顯
現不同，但大多是同一本體的不
同化身。

比如，大智者班禪羅桑曲嘉（第
四世班禪大師）曾說過：「大智

成就蓮花生，化身具德燃燈尊（阿
底峽），又化樂桑紮巴華（宗喀

巴），我無其餘皈依境。」首先
是前譯寧瑪派的創始人蓮花生大

平氣和地從懷裡掏出一頂破爛的
此外，不同教派所闡述的佛法，
究竟密意也沒有差別。比如，若

仔細去瞭解寧瑪派的《大圓滿心
性休息》，格魯派的《菩提道次

灰色羊皮帽，說道：「我沒有紅、
黃帽子，只有這頂灰帽子。」他

含蓄地表示，自己不偏墮於任何
教派。

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

在佛教興盛的藏地，大德們一致

迦派的《三顯三續引導文》，以

巴大師曾講：「通達一切聖教無

噶舉派的《解脫莊嚴寶論》，薩
及覺囊派的《山法了義海論》等
論典，就會發現，各派的佛法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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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利美思想非常重要。宗喀

違殊勝，一切聖言現爲教授殊勝，
易於獲得勝者密意殊勝，極大惡

行自趣消滅殊勝。」這是非常甚
深的竅訣。

當然，研究藏傳佛教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僅停留在研究上。藏傳
佛教有很多實修竅訣，只有將實
修和研究相結合，才能證悟萬法
實相。單純的研究，根本無法趣

入佛法的甚深見解，也無法對其
中的甚深密意、殊勝行爲生起信
解。

如今，歐美有許多人藏語學得很
好，修學藏傳佛教的人也很多。

作爲一個修學藏傳佛教的人，我
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學習藏傳佛

教這麼多年，我雖然不是大智者，
但確實受益匪淺。我也真誠地希

望你們能同樣受益。現代生活很
複雜，藏傳佛教的傳承和加持，
一定能給你們帶來巨大的利益。

藏傳佛教與其他佛教宗派之
間無有偏墮
佛教起源於印度，傳到藏地、漢

地和其他地區後，佛經分別被譯
成不同文字。其中，被翻譯成藏
語的，稱爲藏傳佛教，流傳於藏

地以及蒙古等地區；翻譯爲漢語

無論學南傳佛教、北傳佛教還是

教育，它的任何教法都能利益眾

倚的態度。近代很多高僧大德，

喻佛法中邊皆甜，《賢愚經》則

藏傳佛教，我們都應保持不偏不
對此相當重視，一直著力弘揚利
美精神。我們作爲後學者，應該

繼承。當然，口是心非是不行的。
只是口頭上說不偏墮，實際行爲

人的信仰。這是很狹隘的想法。

合理。

佛教徒對眾生有慈悲心；南傳佛

斥，寺院之間互相詆譭，這不太

在我來自的色達喇榮五明佛學

院，法王如意寶一直提倡宗派和
合。早在十幾年前，就在學院的

壇城，設立了以南傳、北傳、藏

傳三大傳承爲主的十多個經堂。
南傳佛教的經堂裡，供奉了小乘
佛像與聲聞阿羅漢的塑像。北傳

佛教的經堂裡，供奉了濟公和尚、
彌勒佛等塑像。藏傳佛教的經堂
裡，供奉了八大教派的祖師像。

雖然關於苯教有很多爭議，但壇

點——漢傳佛教提倡吃素，要求

教以出離心爲基礎守持清淨戒律；
藏傳佛教則是講辯著，但所有這
些都對眾生有利。我常將佛法比
喻成藥，西方的藥、東方的藥、
藏地的藥、印度的藥等等，藥雖
不同，但對身體都有治療作用，
同樣，不同傳承的佛法，也可以
治療不同眾生內心的疾病。

所以，佛教的利美思想，非常合
理，值得大家認真思考。

塑像。佛學院的利美思想，不是

藏傳佛教與任何宗教之間均
無有偏墮

設立了經堂，供大家供奉、轉繞、

如果堅持利美精神，藏傳佛教與

都在平等傳授。我認爲，這就是

如今，基督教、天主教在西方很

城也供奉了苯教祖師辛繞米沃的

停留在口頭上，而是實實在在地
禮拜，而且，不同宗派的論典，
真正的利美精神。

依據巴厘文原典傳承下來的支

意，是諸佛教。」所以，只要是

於泰國、緬甸等很多國家。

的。有些人認爲，佛法是少部分

雖然三大傳承各有不共的特

關於佛教，正如佛陀在經中所說：

系，則成爲南傳佛教，廣泛流傳

以水來比喻佛法是任何人都需要

卻並非如此——宗派之間互相排

的另一系，則傳到漢地和日本、

韓國等地，成爲北傳佛教的傳承；

生。《四十二章經》中以蜂蜜比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

其他宗教之間，也可以此而圓融。
興盛，而有些國家則伊斯蘭教或
印度教很興盛，有些國家佛教很
興盛。無論如何，正信的宗教都
能利益人心。

佛陀的教法，就會讓人斷除一切

像美國，是一個有信仰的國家，

令其清淨。佛教既是宗教，也是

統還是平民百姓，都非常虔誠。

惡行，行持所有善法，調伏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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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信仰上帝，無論國家總

這一點，我很讚歎。
對於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藏傳
佛教絕不允許排斥。密宗十四條
根本誓言中的第六條就規定：不
得誹謗他宗，否則違犯密乘根本
戒。

各宗教之間互相團結，是非常重
要的。在我看來，每個宗教都有
優點。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

會缺乏約束，所作所爲毫無顧忌，
甚至認爲造惡理所當然。有信仰

的人則與之不同，無論信仰什麼，
大多會心存敬畏，並趨向善法，
自覺約束自己的言行。

在 21 世紀的今天，所有宗教都應

提倡利美，各宗教的領袖學者一
定要互相學習、借鑒，對其他宗
教的聖地、廟宇、供奉的主尊以
及教典也要有所瞭解。如此，在
借鑒別人的過程中，還能提升、

教的慈悲等，這樣太狹隘。只有

有了利他之心，又能在這樣充滿

有眾生。如果能將這種慈悲心的

廣泛地利益眾生。因此，努力將

不分宗教的慈悲心，才能利益所
教育，與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體
系相結合，那將是具有劃時代意
義的偉大行爲。

充實自己。

人都有自私自利心，這點可以理

藏傳佛教甚至認爲，對沒有信仰

未來的生存空間就會越來越小。

的人，也應以利美精神和平共處，
不能強迫他們信仰你的宗教。依
照佛陀的觀點，一切眾生都有如
來藏，未來皆可成佛。因此，不

僅僅是佛教徒，任何眾生將來都
有學習佛法的機緣。

若想利益這些眾生，必須依靠慈
悲心。慈悲心不能以宗教來分，

錯誤地定義爲佛教的慈悲、基督

解，但若只承認自己宗派的見解，
所以，不管你信仰什麼，都應爲

利益眾生而努力奮鬥，這也是佛
教的根本教義。

智慧的學校中學習，未來一定會
學習與利他心相結合，是我最大
的希望。

今天來了很多我以前認識的教

授、學生，這次演講的主辦方，

以及很多熱愛藏文化，重視藏傳
佛教的學者，都是放下了很多工
作來到現場，在此感謝大家！紮
西德勒！

最後，我要說的，在哈佛大學也
說過，今天還要再說一次，那就

是，無論學者、教授，還是學生，
最重要的是要有利他心。如果沒
有利他心，哪怕學富五車、技術
超群，也不可能真正利益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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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文乃大堪布索達吉仁波切授權
刊登

四國遍路·修行

——從煩惱走向快樂無憂連載【二】

有那麼一條路
在一步一行中
浮雲漸散
心意漸開

第三十六番獨鈷山青龍寺

四國遍路第一階段的主題是發心，第二階段的主題是修行，發心後接著就是
行動。比如我們發心去一個地方，發完心以後就開始行動，朝這個方向去努
力。不管乘坐什麼交通工具，總之要開始出發，最終才能夠到達那個地方。
所以，修行最簡單的含義就是：開始行動，朝著發心的目標、方向去行動。

一般來說，真言密教最起碼的一個發心，就是菩提心——希望一切眾生都能
夠成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心。爲了這個發心，我們要去修行成佛，要有

所行動。《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云：「自心發菩提，即心具萬行。」這是
真言密教更高見地的發心和修行。

第三十六番獨鈷山
青龍寺及惠果堂

感恩是修行的重點——青龍寺惠果堂前生動的一課

鄭舒文

延曆 24 年（805 年），弘法大師在唐朝都城長安的青龍寺跟隨惠果阿闍梨學

習密教，得到了真言密法的真傳。大師爲了報答師恩，誓願在日本建立一座

寺院。於是大師從寧波向東方日本拋出了獨鈷杵，祈禱自己能夠選出有緣的
勝地。獨鈷杵被紫雲包圍，飛向高空。大師回國後，在巡禮四國時發現獨鈷
杵掛在一棵老松上，於是奏請嵯峨天皇在此地建立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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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懷念恩師惠果阿闍梨，寺院的寺號就與中國

殊勝、完整的真言密教的傳承。所以從這個角度

寺的來歷。

密回傳埋下了很多的伏筆。所以今天來到這裡我

青龍寺同名，這就是遍路第三十六番獨鈷山青龍

青龍寺特別設有供奉惠果阿闍梨的惠果堂。遍路
團在朝拜了供奉不動明王的本堂和供奉弘法大師

來講，惠果阿闍梨不單影響了整個日本，也爲唐

真的是非常感動。惠果阿闍梨讓我們內心之中產
生無比的感恩之情！

的大師堂之後，沿著一條崎嶇陡峭的山路下行，

說到感恩，智廣阿闍梨向遍路團學員解釋道：我

外掛著紅喜字、上書「生意興隆」的紅扇子，甚

感恩是修行的重點。

在竹林圍繞之處，見到一所與眾不同的殿堂，堂

至還有喜慶的中國結，仿佛都在訴說著濃濃的中

們要想在世出世間有所成就，都離不開感恩之心，

國情。

中國古代最重視兩個「道」：一是孝道，二是師

智廣阿闍梨走上前，面對著殿堂上方懸掛的「惠

感恩父母給了我們肉體的生命，感恩善知識給了

果堂」三個字，沉默片刻，動情地說：「朝拜了
這麼多寺院，這裡是最讓我感動的地方！」
「爲什麼呢？」弟子們都想知道原因。

智廣阿闍梨開示道：因爲這裡有供奉惠果阿闍梨

道。「孝親尊師」是中華傳統文化很重要的核心。
我們智慧的生命，他們的恩德都無比巨大，如果
我們能夠念念感恩的話，相信一定會很幸福的。
只要產生感恩之心，心就會柔軟，煩惱馬上就會
減少。

的佛殿，是專門感念惠果阿闍梨恩德的地方。眾

能夠跟任何人和諧相處的秘訣就是觀功念恩，多

他傳播的真言密教和來自於唐代的先進文化可以

係變得越來越好的非常重要的秘訣，也是我們人

所周知，空海大師是一位影響了整個日本的大師，
說造福了整個日本。空海大師非常偉大，但是他
的所有成就都是來源於惠果阿闍梨，追根溯源，

看他的功德，回憶他的恩德，這是讓我們人際關
生幸福快樂的秘訣。

惠果阿闍梨才是真正改變日本的人。沒有祖師在

想要世間的幸福圓滿需要觀功念恩，想要出世間

下來一代代的傳承祖師，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日

感恩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佛法

1200 年前的傳承，就沒有弘法大師，就不會有接
本文化，當然也不可能有四國八十八所靈場。今

天我們在這裡看到惠果堂，才是真言密教的源頭。
空海大師讓我非常敬佩，但是更讓我敬佩的是惠
果阿闍梨。

成聖成賢乃至要成佛作祖，更應該有感恩之心。

的傳承，更應該感恩歷代傳承祖師，追本溯源，

不忘先祖。如果沒有他們，可以說我們一無所有。
日本能把 1200 年前的佛法保存得這麼完好，讓
這些智慧得以傳承下來，同樣源於感恩之心。

從另一方面講，惠果阿闍梨又具有了不起的遠見。

在日本有許多讓我感動的事情，特別是恩師們對

了空海大師，我們今天才能夠在日本見到完整的

的恩師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也發心要把所有的真

因爲惠果阿闍梨當年把真言密教毫無保留地傳給

真言密教。也許惠果阿闍梨是預見到中國會有後
來的滅佛等種種磨難，才把真言密教以這種方式
「寄存」在日本，讓我們後人能夠繼續看到這麼

我的教誨，就像惠果阿闍梨對空海大師一樣。我

言密教一滴不漏地傳授給我，對於我們正在從事
的唐密回傳和重興的事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仲

田順和大僧正猊下雖已八十高齡，而且法務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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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我的每次求法都是不遺餘力地傾囊相
授，有求必應，優先安排，令我非常感動。

雖然時隔 1200 年，我覺得所有祖師的心都是一

樣的，一切爲了弘揚佛法，爲了利益眾生。站在
這裡，我無比感恩惠果阿闍梨、空海大師、歷代

師爲何能成就？也是因爲依止善知識。所有的一

切歸根到底都是必須依止善知識。依止善知識，
感恩和憶念上師的功德，全力去依教奉行，這是

我們最重要的修行。只有依止善知識才是讓我們
進步最快的一條道路，也是最快樂的一種修行。

傳承祖師，一直到我的恩師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

當我們想到善知識的時候，內心當中就會充滿溫

今天都不可能得到這些殊勝的教法。作爲弟子，

活的。鮮活的佛法必須通過傳承，從佛陀一代代

傳承祖師的恩德非常巨大，缺少一個環節，我們

我們一定要感念他們的恩德，要追隨傳承祖師的
發心和行爲，讓這麼殊勝的佛法利益到更多的眾
生！

暖、充滿柔軟、充滿慈悲。有善知識，佛法才是

傳下來到自己的恩師，而且這些恩師都是在身體
力行，在實踐佛法的，所以這會讓我們非常具有
信心，我們唯有相信他們並依教奉行。雖然我們
做得還很不夠，離成佛的目標還很遙遠，但是我

們從善知識身上看到希望，看到力量，讓我們有

勇氣跟隨善知識不斷走下去，我相信我們未來也
是能夠像諸佛菩薩、傳承祖師一樣解脫成佛，利
益眾生。

這一場穿越千年的對話，喚起了我們感恩一切、

全身心依止上師的信心。溫暖的陽光遍照在山林
古殿，菩提之路就在腳下，金剛杖就在手中，帶
著對上師無偽的信心，我們「同行二人」，繼續

智廣阿闍梨在惠果堂前

惠果堂前，弟子們紛紛與智廣阿闍梨合影留念。

上路。

當家庭遇到遍路

有弟子請教阿闍梨：您是怎樣依止自己上師的呢？
智廣阿闍梨語重心長地說道：我自己三十多年的
學修體會，可以用一句話總結——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善知識賜予我的。沒有善知識的教導和加持，
我們除了在輪廻裡受無量的苦以外，真是什麼都
沒有。今天之所以能得到一點點的安樂，能爲佛

法、爲眾生做一點點的事情，都是來自諸佛菩薩

楊舒雯

「又見炊煙升起，暮色照大地，想問陣陣炊煙，
你要去哪裡……」鄧麗君的這首經典老歌，原作
本身就是日本民歌，吟唱著，行走在四國島時，
更是別有一番浪漫。

和善知識的教導與加持，完全不是自己的聰明智
慧和能力。

諸佛菩薩爲何能成就？因爲依止善知識；傳承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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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能想象，當一家人一起走在這詩情畫意當

中真的能夠感受到，所有的佛菩薩都跟我們一起

母女同行的，還有很多是全家同行的。

過程當中也和我們在一起。感受到佛菩薩就在身

中該有多麼地幸福！在遍路團當中，不僅有母子
「修行無處不在。」

「你跟孩子、跟伴侶的相處其實也是遍路的一部
分。」

同行，其實不僅僅在遍路中，即使回去在工作的
邊，做事情時我會特別注意取捨，因爲佛菩薩在
看著我們。

「在哪裡不重要，關鍵是跟誰在一起。」
「對人生的認識完全是一種顛覆。」
……

從這些精彩的分享可以看出，大家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去體驗著遍路，改變著自己，同時影響著對
方。

武雁斌 曹蘭

以前我從來沒有和太太一起這樣出來玩過，平時
也就兩三天，第一次一起出來這麼長時間，特別
地開心。

我現在所有的一切，包括家庭的和諧、小孩子的
與你同行 真好

仿佛置身於歷史的年輪，在千年古廟、百年老樹

中行走穿梭，田野中升起縷縷炊煙，某時某刻，

正確教育等等，都是跟隨上師學習之後得到的。」
太太曹蘭性格溫柔而靦腆，不太愛講話，但其實
她也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體會著遍路。

彼此純淨的心遇到了一起，即使小雨泠瀝，霧氣

「其實到哪裡不重要，關鍵是跟上師在一起，這

阻擋不住我向你綻開溫暖的笑容。

能參拜這麼多的寺院，我自己也是有這樣的願望

遮住視野，風雪吹開緊扣的衣裳，再乏再累，也

與佛菩薩同行 / 保持覺知

是很難得的機會。如果這次不參加遍路根本不可
吧，跟隨善知識朝聖，這也是人生當中非常重要
的一件事情。

這對年輕的夫妻來自上海，本來只報了一期的遍

我一直默默地在隊伍後面觀察同學們的一言一

繼續參加了下一期。先生武雁斌分享道：「跟上

的過程。

路，但一程下來完全被迷住了，不捨得離開，又

師在一起每次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遍路的過程

行，做事的方法，並反省自己，這也是一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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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師一起走時，雖然他不講話，但他的言行舉
止都在提醒你保持覺知。」

慚愧。更想要隨學老師，傳承這些珍貴的教法，
將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師的功德海。不過，
我覺得有再多的體驗和感悟都不如實際生活中力

行的一點點，這就是所謂的‘見從高降，修從低

明師指路 / 使命感

起’吧，只有落實到生活中去，才會對自己的人
生有改變。遍路是一個人生之旅，我會將遍路的
智慧和感悟，用來生活和修行，來改變生活的點
點滴滴。」

生命不止，修行不止 / 智者引領

楊驍民 張宏珊 女兒楊果

楊驍民、張宏珊夫妻來自美麗的雲南，他們這次

不僅兩人一起來參加遍路，還帶上了自己的女兒，
女兒雖然只有 16 歲，但卻處處表現出超越年齡的
成熟與穩重。

周遊 趙岩 女兒周嘉慧

先生楊驍民感歎：「修行無處不在，跟孩子之間

這也是溫馨的一家三口，爸爸媽媽和女兒。

院，遍路的過程中增進了我與孩子的相互理解。

在問到爲何一家三口來參加遍路時，先生周遊說：

了很多，這些成長過程對於父子、父女、母子、

萬四千法門當中的一種，如果有時間有精力，都

的相處其實也是遍路的一部分，不僅僅是參拜寺
孩子跟上次相比有了很多的變化，也比以前快樂
母女之間都非常重要。遍路不僅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還有明師指路，這種力量非常大。」

太太張宏珊說：「跟隨在具德的善知識身邊是學
習的最快方法。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比選擇學
什麼更重要。」

「因爲遍路好啊，所以都要參與！遍路是上師八

要盡力參與。當然這都要感謝我們家中的智慧引
領者——我的太太趙岩。通過遍路，一家人可以
共同進步。在家裡好像常常互相看缺點，遍路時
卻可以互相看優點。環境改變了，心也隨著外境
轉，我們受遍路大環境的影響，也更有了戰勝自
己的勇氣。生命不止，修行不止。」

女兒楊果也和我們分享道：「這次感覺到肩上多

太太趙岩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每個寺院都有

樣奮不顧身地爲了教法而犧牲自己，感到非常地

到了上師的影子。我們該如何遍路？如何發願、

了使命，看到自己的老師以及諸位傳承祖師，這

故事，看到弘法大師各種各樣的經歷，就如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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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如何做事？雖然在日本有很多走遍路的

家庭的變化 / 學習智慧

這樣的智者帶領，同樣是遍路，意義卻不一樣。

這也是一組三口之家，成員是父親、兒子與兒媳。

的，我很慶倖一家人都來學習，很高興能共同進

兒媳一起來了，就是覺得遍路特別好。原來對遍

人，但我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因爲我們有上師

跟隨上師以更高的見解去做事情，收穫是非常大
步。」

發心 / 提高對佛法的認識

父親嚴丹柯：「原來沒打算來，但現在帶著兒子
路理解不是很透，對日本的文化也不是很瞭解，

不僅是自己，我覺得孩子們也需要在這些方面得

到學習和提升。遍路之後，兒子兒媳變化特別大，
去年特別不放心他們兩個，今年幾乎沒什麼掛念。
這次出來他們還特別照顧我，他們的成長是我最
大的快樂。」

兒子嚴一源則表示，參加遍路體悟很深，回去的

狀態更加好，身體也更加健康了，並堅定地表示，
全家一定會努力圓滿四個階段的遍路。

兒媳易子楠分享道：「我是在 26 歲的時候接觸了
佛法，之後意識到它對人生的意義，對我以前人

生的認識完全是一種顛覆，通過學習佛法，自己
改變了很多，真的很好。

參加遍路也是因爲我真心想跟隨上師學習智慧。
劉海平 楊愛芳

每個人都是好人，但由於沒有智慧，因爲貪嗔癡

劉海平、楊愛芳夫妻來自北京。先生劉海平說：

太苦了。希望能夠通過學習增加智慧，改變人生，

「記憶最深的是鶴林寺，上師對我們講解四無量
心，當時對我觸動很大。如何發心？發慈悲心，

慢嫉，種下不好的因，結出不好的果，所以人生
也能夠盡力去幫助別人。」

發菩提心，原來只知道『發心』，但發什麼心、

遍路中，雖然大家都走在一起，但我們卻是在以

我對發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我願隨學上師，發

由智廣阿闍梨帶領的遍路團無論走到哪裡，都會

怎麼發心，這些含義都不是太清晰。上師開示後，
願讓眾生離苦得樂，讓別人快樂了，自己也就快
樂了。跟著上師每天都會有變化，這些都是心的
變化。」

太太楊愛芳補充道：「通過遍路，我們雙方的默
契程度越來越好，共同學習，共同進步，對佛法

相同的心，站在多方位的視角，體驗不同的旅程。
引來大家的驚歎，原來，學習佛法可以如此地時
尚，又如此地落地！這也是爲什麼會有如此眾多
的家庭緊緊追隨。

下面再讓我們來看看其他家庭的收穫吧。

的認識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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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立志 / 一起做有意義的事
千鶴是團裡非常有思想的一個女孩子，給人的第
一印象是非常安靜和沉穩，她剛剛從美國的大學
畢業，就與母親一同來參加四國遍路。

「最初知道遍路是通過媽媽。」她講道，「媽媽

跟隨上師學習了很久，希望我也能有機會跟隨上
師學習，所以畢業後第一時間就給我發了遍路的
資訊。當時我正處於人生比較迷茫的階段，對未

來的安排或者計劃都沒有特別清晰的思路，我覺
得有這樣的機會能跟上師交流學習是非常好的，

母親趙雲敬 女兒趙千鶴

在遍路的過程中，千鶴擔當起了前方記者的工作，
用她獨特的視角提出了很多問題，上師也一一作
了詳細的開示解答，使大家受益匪淺。旅程結束

後，大家互相分享這一路的感受，千鶴說：「這

次遍路對我來講有很多意義，不僅瞭解了遍路是
什麼，瞭解了空海大師弘法利生的事業，知道了

中國唐宋文化回傳的重要性，更是看到了上師不
共的功德。

但對我而言，最大最大的意義是見到了上師，能

向上師請教很多問題，讓我對自己未來的方向也
比較明確了。

這次感悟挺多的，佛法的學習確實需要有一位具
德的上師引導，不然很多疑惑得不到解答。在自
己還這麼年輕的時候能遇到這樣一位能解答我所

有疑問的善知識，我覺得是一件特別特別不容易
也希望借著這段時間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媽媽與你一起最幸福的事就是去遍路

的事情，遇到上師感覺特別幸運和安心。

這次遍路之後，我明確了自己今後要好好修行佛
法的決心，希望能盡早好好修行，把佛法融入生

活的方方面面，也希望能跟隨著上師的腳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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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爲上師弘法利生的事業盡一份力量。」

的，這才是我心中的遍路。

見到千鶴的母親趙雲敬時，她給我們的分享雖然

這次旅程可能會成爲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讓我們母女在一起做有意義的事。」

自己的老師以及祖師的發願，完成父母的願望，

簡短，卻能夠感受到滿滿的幸福與心願：「遍路，

發願，傳承

因爲它給我帶來很多的影響和改變。我願意隨學
希望能把我們優秀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舒雯的母親趙麗珍在圓滿了兩個階段的遍路之

後，內心也充滿了感動。「跟隨老師幾年以來，

家庭、事業、孩子的教育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此

次遍路感覺非常幸福和難得，看到孩子在這個過
程中不斷成長和改變，這也是父母內心無比感動
的。行萬里路不如明師點悟，此次遍路不僅能夠
遊學，還能有上師一路的開示和點悟。未來的時

間，我也發願努力爲傳承傳統文化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
母親趙麗珍 女兒楊舒雯

成長，品位

楊舒雯也是與母親一同踏上遍路之旅的。由於從
小就讀於國學書院，隨著時間的推移，舒雯對中

華傳統文化越來越有感情，也因此對日本能夠完
整保留下來的唐宋傳統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舒雯分享道：「最初參加遍路是想瞭解空海大師，
想更多瞭解這裡如何傳承著我們國家的文化。這
一路真的給了我太多的感動，每當進入這些寺院
我就好像回到了唐朝的中國，看到祖師們歷經苦
難留下的這一切，感受到他們心心念念牽掛著眾
生，我無比感動。

上師說，他在每一個寺院的本尊面前都會努力地
祈禱，希望世界和平，眾生能夠離苦得樂。其實

上師就是空海大師的化現，如果沒有他深入淺出
的教導和指引，我們怎麼可能瞭解這些？能一路
跟隨在上師的身邊聞思學習是最最幸福和有意義

母親童琴娟 女兒曹米佳

這一對母女可是遍路團裡的開心果，母親幽默又
爽朗，女兒話雖不多卻總能創造經典的語句，給
大家帶來了特別多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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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爲什麼會與母親一起來遍路時，女兒米佳
這樣講道：「因爲想跟母親一起成長，在以後的

路上有更多的想法可以一起交流。修行的路上雖
然很苦，但是也非常快樂，難忘這一路的過程。

我覺得自己現在不像以前那樣任性了，內心也慢

慢成長，開始變得成熟起來，可以擔起一份責任。
比如，因爲老媽喜歡，所以我回家也會佈置佈置
茶席等等，讓她有一種放鬆的感覺，喝茶也更有
味道。」

母親童琴娟說：「跟女兒一起來遍路我特別開心，
她的變化不是我用語言能描繪的。女兒生活品位
提高了，能力提高了，也更能體諒父母的心了。
過年時招待家裡的長輩親戚，燒飯、佈置客廳的

茶席，佈置得非常有品位，都是她在做，這些都

是遍路以後潛移默化的變化，而女兒也更是因爲
遍路立下了志向。自從帶著孩子走到我們這樣一
群良師益友中，跟著老師同學耳濡目染，我顛覆

了以前二十多年的教育。我也是寄希望於自己的
女兒，希望她能夠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下
去。」

信心 / 探索

母親楊家英 兒子韋曉春

圓滿了遍路兩個階段的曉春同學，與我們第一次
在日本見面時完全不一樣，似乎整個人充滿了求
知與探索的强烈欲望，我們同時也看到他的母親
臉上浮現的微笑。這對母子的分享也非常值得深
思。

曉春同學：「通過這次遍路，我對佛法增上了不
少信心。看到這麼多人，特別是弘法大師這麼辛
苦來中國求法，然後把佛法傳到日本；而我們的

上師這麼不遺餘力地學習和弘揚佛法，對我觸動
很大。以前沒覺得佛法有多重要，但現在從各位
良師益友的言行舉止中我意識到佛法是非常非常

珍貴的。當你看到別人把一個人一件事物當成寶
貝時，你就有興趣去瞭解。以前對於佛法我沒有

什麼概念和感受，這一次遍路看到我們的上師、

各位傳承祖師、我們的道友，視佛法如珍寶，我

就很好奇——這個佛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呢？

回想這一路，從接觸《孝經》到學習佛法，我與
母親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親密。遍路的形式很好，
氛圍很和諧，更加促進了我們母子間的感情。」

母親楊家英：「這些年來兒子光忙家庭了，雖然

學習了一些傳統文化的課程，但對佛法瞭解並不

多，作爲母親我當然希望孩子也能夠受益於佛法。
這麼多寺院走下來，我們發現當年祖師們從中國
傳過來的文化太厲害了，關鍵還有上師一路的陪
伴和開示，這都是課堂上學習不到的。這個過程

中我們的煩惱在一點點減弱，心在一點點打開。
我相信追隨上師就會有無窮的收穫。」

寶藏 / 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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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霖已經是兩個寶寶的媽媽了，但是整個人滿滿

學習傳統文化，我覺得自己變化挺大的，生活輕

在問到爲什麼會母女兩人一起來遍路時，女兒美

地在進行。遍路讓我感覺回到了唐朝的中國，在

的青春活力，她和她的母親也是遍路團的開心果。
霖說：「所有的學習，都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學習，
而應該是全家人一起的學習。遍路也是如此。家

庭成員有共同的方向和目標，我覺得這是一個家
庭長期和睦、幸福圓滿的方式之一。我家裡就是

這樣的，上師的所有活動我們一家人能參加的都
會一起參加。

鬆了，內心快樂了，生活有序了，一切都有章法
第一階段發願的時候，『願一切父母眾生都能夠

離苦得樂，早日成佛』，我的眼淚一下就出來了，
內心很有觸動。

遍路的過程特別溫馨，這次遍路是和女兒一起學
習，女兒特別懂事，整個行程一直在照顧我。和
團隊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樣，互相關心照顧，共
同學習，共同成長。我覺得我們這個團隊在上師

的帶領下一定會越來越好，同時也能把我們的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母親李淑芳 女兒陳美霖

我感覺遍路太好了！意猶未盡，越來越捨不得和

大家分開。在遍路的過程當中能夠體會到弘法大
師的智慧和慈悲，非常感激傳承祖師給我們留下
這麼多寶藏。上師就是我們的榜樣，他爲佛法獻

身的理念一直影響著我，這是一種從身體到心靈
的洗禮。

同時我也特別想帶寶寶一起來遍路，如果他們在

這麼小的時候就能參加遍路，肯定對未來的人生、
心靈成長都會有很大的正面影響。下個階段的遍

一起學習 一起成長 就是一個家庭最大的幸福

的確，在遍路的過程當中，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
感悟和收穫，這些感悟和收穫，離不開智廣阿闍
梨撥雲見日的引領。正是因爲有了智者的引領，

遍路的意義得到了昇華，團員們對人生的思考才
變得更有價值，內在的覺悟才慢慢蘇醒。
（未完待續）

路我爭取能夠實現這個『親子遍路』的願望。」

母親李淑芳分享道：「從 2007 年跟隨上師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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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面對人生困境，面
對種種障礙，如果我們沒
有能力超越，怎麼辦？
智廣阿闍梨答：

此時你要祈禱上師三寶的加持，祈禱諸佛菩薩的加持，
就像孩子搬不動大石頭，祈求父母的幫助就可以搬動
了一樣。

所謂的加持，就是加被、攝持。上師三寶以絕對的慈
悲和遍知的智慧加諸神力於祈禱者身上，而祈禱者唯
以信心攝持，彼此方能感而遂通。

佛經裡面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看到我們眾生就

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樣。他們的大慈悲、大智慧、大

雄力是無窮的。當我們祈禱時，上師三寶的加持就會
融入我們的生命，我們就會有能力去面對和超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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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 we do when
we are unabl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life?
Answered by Archarya Zhiguang:
You need to pray for blessings from your Lamas and
the Three Jewels,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Just like when a child is unable to move a big rock,
he asks for help from his parents in order to move it.
The blessing means granting and receiving. With their
absolute compassion and omniscient wisdom, the Lamas
and the Three Jewels grant powers to bestow upon those
who pray. The prayers receive powers only by faith.
This is how the blessings work between both parties.
According to Buddhist sutras, 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 the three periods of time and the ten directions consider
us all sentient beings as their own children. Their great
compassion, great wisdom and great powers are unbounded
and all-pervasive.. The blessings from the Lamas and the
Three Jewels will take effect in our lives when we pray,
so we will be able to face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人生において困難や諸々の
障碍に直面した時に乗り越
える力がない場合はどうし
たらよいでしょうか。
阿闍梨回答：

そういう時は、上師や三宝や諸佛 ･ 菩薩のご加持を祈祷
しましょう。子供が自分の力では運べない大きな石を、
父母に助けてもらって運ぶのと同じことです。加持は
いわゆる加被や守護であります。上師や三宝は絶対的
な慈悲と遍知の智慧を以て、祈祷者に諸々の神力を与
えてくださり、更に祈祷者はただ信ずることにより守
護され、お互いに感じ通ず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仏教の

経典によれば、十方三世一切諸仏 ･ 菩薩は私たち眾生
を我が子と同じように見ておられ、その大慈悲と大智
慧と大雄力は無限であります。私たちが祈るときに、
上師や三宝の加持が私たちの生命に入り、私たちは困
難に立ち向かい乗り越える力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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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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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顯密佛教中心與河南大准提寺共同舉辦

2016 年護國息災法會
暨寶篋印陀羅尼塔落成典禮

一乘要聞

Ekayana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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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准提寺新落成的寶篋印陀羅尼塔

常冬雲   劉潔

2016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時值准提佛母聖
誕，河南大准提寺迎來一年一度的護國息災

准提法會。同時，應智廣阿闍梨發願在全球
造八萬四千塔的緣起，大准提寺也在此法會

期間舉行了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建成、裝藏、
開光儀式。從而使大准提寺圓滿具足了佛陀
的身（佛像）、語（佛經）、意（佛塔）。

此次法會由一乘顯密佛教中心與河南大准提
寺共同舉辦，當地信眾和一乘顯密佛教中心
的弟子們來到現場參加了法會，並對法會作
了全球同步直播。

4 月 22 日，具有豐富造塔經驗的澤登活佛帶
領當地高僧大德爲新建的「一切如來心秘密

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塔」做了裝藏與開光，
現場法師、大眾無比歡喜，紛紛爭相供養、
禮拜、轉繞寶塔。

大准提寺供奉的准提佛母

准提佛母，被認爲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之一，
和我國眾生有著殊勝的因緣。從古至今，修
持准提佛母法門的人不計其數，感應神奇。
當今時代，准提佛母度化眾生的因緣更加成
熟，眾生的根基尤其適合准提法門的修行。

通過准提法門的修持，將會有更多人獲得健

康長壽、財富豐盈、家庭和諧、護國安邦乃
至往生淨土、解脫成佛等世出世間的諸多利
益。而在轉繞寶篋印陀羅尼塔時持誦准提神
咒更是加持迅猛，感應、利益不可思議。

法會上，由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的義存老師講
解了大准提寺的殊勝淵源；准提寺的殊勝法

寶；准提法、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

印陀羅尼塔之功德。法會期間還進行了放生、
火施等善法活動，大眾共同虔誠修誦殊勝的

大准提佛母陀羅尼、誦讀大乘經典、研討義
理、聞思《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

世界和平，社會和諧，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息災除障，崇德行仁，正法久住。
上：參會信眾領取加持品及經書
中：轉繞寶篋印陀羅尼塔的父子
下：義存老師諄諄善導

Ekayana

並以此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同證菩提。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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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經》，增長福慧資糧，發大乘菩提心，

胡玉英

Ekayana

記者

於上海博物館展出
日本醍醐寺珍寶首次來華
——

醍醐一滴反哺中華
唐密瑰寶重現九州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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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寺座主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在開幕式上致辭

2016 年 5 月 10 日， 由 上 海 博 物 館、
陝西歷史博物館、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總

真言宗十八大總本山之一的醍醐寺，坐

化財機構聯合主辦的「菩提的世界：醍

言宗初祖空海大師的再傳弟子聖寶理源

本山醍醐寺、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

醐寺藝術珍寶展」於上海博物館正式拉

開帷幕，於 5 月 11 日—7 月 10 日在上
海博物館第一展廳歷時兩個月的展覽之

後，將移師陝西歷史博物館繼續展出。
這些珍藏於醍醐寺的唐密文化瑰寶闊別

故里千年，首次來華，展現著中華唐宋
文化的風采，也帶回了真言密教的醍醐
一滴。

落於京都市東南部的醍醐山，爲日本真

大師於西元 874 年創建，是真言宗密教
傳承的重鎮，傳承了真言宗醍醐派「三
寶院流」和修驗道當山派「惠印法流」
的兩大法流。日本平安時代得到醍醐天

皇的尊崇，成爲天皇的敕願寺，不斷擴
建形成現今的規模。日本寺廟素有保藏

文物的傳統，醍醐寺更是秉持著「不讓
一紙藏品外流」的守護精神，使寺內近

15 萬件寶物保存完好，其中，69419 件
國寶，6522 件重要文化財。

此次展覽是醍醐寺藝術珍寶除德國以

外，第二次走出日本向世界展示。展覽
分爲醍醐源流、醍醐事相、風雅醍醐

三部分，包括 13 件日本國寶、31 件重
要文化財在內的 90 件展品，將醍醐寺

醍醐寺僧眾參加開幕祈福法會

醍 醐 寺 第 103 世 座 主、 大 本 山 三 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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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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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和真言密教的文化藝術展現給觀

第五十二世門跡、真言宗醍醐派第十一代管長仲田順和大僧
正猊下蒞臨上海參加開幕式，並帶領醍醐寺隨行僧眾
於展廳莊嚴陳設的密壇前作了殊勝的祈福法會，讓
一千二百年前傳入日本滋養了世代日本民眾的真
言醍醐再次回歸故里，反哺中華大地。其中更
具歷史意義的是隨行僧眾中有一位中國籍僧
人智廣阿闍梨，他從 2004 年東渡日本求
法，得到醍醐寺座主仲田順和大僧正猊
下的傾囊相授，成爲醍醐寺三寶院流第
六十四世傳法灌頂阿闍梨，並被授予
中僧正僧階。此次，仲田順和座主
帶領智廣阿闍梨將源自唐宋的文化
瑰寶送來故土展出，並共同念誦真
言密法爲中華祈福，令人不禁想起

當年惠果阿闍梨將唐密教法傾囊相
授與弘法大師空海的情景。

在開幕式前一天的下午，仲田順和大僧
正猊下在上海博物館學術報告廳作了一

個多小時關於《醍醐寺的歷史》的專題講

座。他在講話中深情地說：真言密教從中國
傳到日本，讓日本國泰民安，得以庇佑和
保護。一千多年來，雖然醍醐寺經歷過

一些浩劫，但是他們努力保護一切文物，
十幾萬寶物不曾流失一張紙。今天他
們將這些源於中國的文化瑰寶帶
回到中國來展覽，就是爲了感
謝中國，回報中國，以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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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瞭解醍醐寺的密教傳承

和文化藝術，更多地瞭解源於唐

朝的真言密教，以期讓其再次利
益中國廣大民眾，也要讓世界瞭
解到源遠流長的中國唐密佛教歷

史。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高度
讚歎了 83 歲高夀的仲田順和座

主不辭辛苦，跨越大海來到上海
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所作出的
努力和貢獻。

此次展覽受到了廣大民眾的熱烈

醍醐寺僧眾參加開幕祈福法會

歡迎，展覽還未正式開始，上海
博物館已經人潮湧動。在 5 月 9

日下午《醍醐寺的歷史》的講座
中，整個報告廳座無虛席，聽眾

們專注認真地記錄筆記，並用手
機拍攝講座幻燈片，表現出濃厚
的學習興趣。在 5 月 10 日的開

幕式上，更是盛況空前，前來參

觀展覽的除了全國各地的觀眾，
還有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

愛好者。觀眾們對這次展覽表現
出強烈的熱情和興趣，而且年輕
人居多。人們紛紛向智廣阿闍梨
詢問、請教有關唐密的知識。應

大家的強烈祈請，智廣阿闍梨於
5 月 12 日引導大家參觀展覽，

並進行了一場《菩提的世界：智
廣阿闍梨細數醍醐寺「寶」》的
唐密愛好者熱切請教智廣阿闍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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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世華智仁波切
新加坡弘法行簡訊
記者

常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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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祈禱世界和平，佛法廣弘，第五世華智仁波切應新加坡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和具緣弟子祈請及當地寶篋印陀羅尼塔

建成的緣起，於 2016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4 日，在新加
坡普明寺舉行了萬供、灌頂、傳法暨寶篋印陀羅尼塔開光
法會。時值殊勝的藏曆薩迦月，每日善惡功德成千億倍，

爲了讓更多的佛友共沾法益，經第五世華智仁波切和智廣
阿闍梨慈悲開許，法會進行了全球網路同步直播，有緣弟
子通過虛空道場也受到了法雨潤澤，信願增長。

第五世華智仁波切

萬供現場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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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波切傳四皈依並共修 —— 口傳《普賢上師言教》

2016 年 5 月 7 日，第五世華智仁波切不顧長途

深遠的意義。這次有緣的與會弟子能得到如此

欽寧提•內成就持明總集》的灌頂。法會在仁

仁波切親自口傳，弟子們接受到仁波切和龍欽

旅途的辛勞，給新加坡具緣的弟子們授予《龍
波切的悉心準備下非常圓滿，仁波切的灌頂講
解也非常詳細，在來自不丹的翻譯多吉的幫助
下，弟子們都得到了仁波切法雨的潤澤和灌頂
的加持。

5 月 10 日—5 月 12 日，第五世華智仁波切爲新

加坡的具緣弟子和網路上的道友進行了連續三
天的《大圓滿前行引導文•普賢上師言教》的
口傳和講解。法會最後，第五世華智仁波切爲
有緣弟子授四皈依並共修了四皈依修法。

《大圓滿前行引導文•普賢上師言教》是顯密
一切佛法的基礎，此教法彙集了佛陀畢生傳法
的理論要點和修行次第，是令一生成佛的究竟

正法，堪稱是極其難得稀有之殊勝論典。眾所
周知，《普賢上師言教》是第三世華智仁波切
晉美秋吉旺波所著，近代很多偉大的大圓滿上

師如麥彭仁波切、紐西龍多、阿瓊堪布等，均
爲第三世華智仁波切的法脈弟子，其著作對當

今藏傳佛教大圓滿教法在全球的弘揚有著極其

殊勝的法教，而且是造論師的轉世第五世華智
寧提教法的強大加持，都福慧增上，法喜充滿。
華智仁波切開示說，念修四皈依十萬遍以上，

一切所欲會如願以償，不但對眾生能賜予平安，
自己也能修行圓滿。我們理當信受佛陀的教言，
認認真真以歡喜心來念修一切正法之根本——
皈依。

最後，讓我們一起以華智仁波切的自我教言祈
禱回向，以皈依之心得到加持和解脫：

雖已皈依然而誠信弱，
雖受三學然仍捨持戒，
我與如我無心諸有情，
不退堅固信心祈加持。
註：此偈頌出自
《大圓滿前行引導文·普賢上師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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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弟子排隊接受加持

7

5. 仁波切對本次法會紀念品 ~ 寶篋印陀羅尼塔進行開光加持

2. 法會現場

6.7.8. 點燈供養隨喜讚歎

10

11. 點燈供養隨喜讚歎

3. 仁波切傳法

9. 認真聽法的小菩薩

12. 祈願牌

4. 我也要供養

10. 寫祈願菩提樹

獅城寶塔開光現祥瑞
天降雨霖甘露濟群生

記者

常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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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5 日，尊貴的第五世華智仁
波切和智廣阿闍梨受新加坡弟子祈請，爲

新加坡最新落成的寶篋印陀羅尼塔進行了
開光加持。智廣阿闍梨於開光儀式結束後 ,

在 Zerospot laundry service Pte Ltd 公 司 爲
弟子們進行了現場答疑，同時網路同步直

播，解答了弟子們修行中遇到的問題。阿
闍梨的智慧解答令弟子們心開意解，福慧
增長。

自 2012 年起，智廣阿闍梨爲祈禱世界和
平、佛法廣弘，發起在全球範圍內「造八
萬四千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共修活動。應

此殊勝的緣起，新加坡弟子們積極回應，
此次最新落成的寶塔是應阿闍梨的號召，

在新加坡建造的首座大型寶篋印陀羅尼
塔。在爲寶塔開光加持過程中天現祥瑞，
突降甘霖，令在場的弟子們欣喜不已，預
示著一個吉祥美好的開始。

迎請兩位仁波切

寶瓶灌頂開始時突降大雨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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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世華智仁波切和智廣阿闍梨爲新加坡最
新落成的寶篋印陀羅尼塔開光加持

下午 3：00，碧空如洗，豔陽高照，第
五世華智仁波切和智廣阿闍梨開始爲寶

篋印陀羅尼塔開光加持。由於天氣炎熱，

可以清淨業障，淋到雨的人都可以清淨
業障啊！」

細心的弟子們爲兩位仁波切撐起了遮陽

大家聽了都非常歡喜，智廣阿闍梨繼續

降甘霖，大雨滂沱，現場弟子無一例外

們，這是非常殊勝的。剛才仁波切正好

傘。儀式進行到大約 10 分鐘時，突然天

均被淋濕。兩位仁波切如如不動，泰然
自若，繼續誦經加持寶塔。

大約 20 分鐘後，開光儀式結束，華智仁
波切非常開心地對智廣阿闍梨開示了幾

句話。智廣阿闍梨對在場弟子轉述了仁
波切的簡短開示――「仁波切說，這一

說，「觀想這是金剛薩埵的甘露加持我
是拿著淨水寶瓶在給寶塔作灌頂，正好
這時下雨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緣

起啊！大家都可以清淨業障，觀想這是
金剛薩埵的甘露加持。」現場弟子歡喜
開懷，互相隨喜，開光加持儀式在大家
互道隨喜聲中圓滿結束。

次我們剛好是在給寶塔作淨化灌頂的時

候下雨了，這是非常好的徵兆，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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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開光結束時天氣也神奇地
放晴，眾人開始轉繞寶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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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智廣阿闍梨答疑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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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顯密佛教中心

第三期師資學修營
圓滿舉辦
記者

智廣阿闍梨帶領弟子禪修

Eka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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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英

2016 年 6 月 7 日至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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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臺灣、新加坡等地一百多名弟子，在臺灣長青山

莊舉辦了爲期 13 天的師資學修營。這是暨 2013 年在馬來西亞師資培訓開班以來的第
三期師資培訓的學習。

身著法衣莊嚴列隊

早課共修《法華經》

在這次學修營中，每天早晨 6:20，同學們便身著法衣莊嚴列隊，進入教室進行《妙法
蓮華經》的早課共修。6 月 8 日上午，智廣阿闍梨爲眾弟子開示了抄經的功德，並帶
領眾弟子每日抄寫《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每日晚課，智廣阿
闍梨帶領大家一起共修燒香供和從唐代傳承下來的殊勝修法五念門。

6 月 7 日至 10 日，智廣阿闍梨爲眾弟子開示了《佛教的歷史》，對佛陀的生平和佛

教的發展歷史作了介紹。阿闍梨慈悲地告訴大家，要樹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
志向，好好發菩提心。「佛佛道同」，要摒棄狹隘的宗派偏見，樹立佛的知見。「佛

法如蜜，中邊皆甜」，只要是佛陀傳承下來的清淨教法，都能帶來暫時或究竟的安樂。
智廣阿闍梨說：「我們爲什麼要學習這麼多的教法？就是要追隨佛陀的足跡。佛陀針
對不同的眾生傳授不同的教法，所以我們所傳授的佛法也是要秉承這樣的原則，『上
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以眾生喜聞樂見的方式，踐行和傳播佛法。」

6 月 11 日至 19 日，智廣阿闍梨爲眾弟子開示了《日本天台宗之五種相承——圓密禪
戒淨》系列佛法講座，並傳授「五種相承」相關之顯密教法，同時在網路爲大家作全
球現場直播，令有緣具信弟子共沐法雨，同沾法喜。

比叡山天台宗五種相承，即圓、密、禪、戒、淨。在《日本天台宗之五種相承——圓

密禪戒淨》系列佛法講座中，智廣阿闍梨首先爲大家開示了天台宗的歷史、傳承源流，
然後開示了「圓」的部分：天台圓教，並且傳授了止觀坐禪的修法。天台宗的特色即「教
觀總持」。「教觀雙美，得道如林」，這是古代很多高僧大德對天台宗的一句評價。「圓
人修法，無法不圓」，以佛的知見來融攝一切法，那麼一切修法都是圓滿和究竟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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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喜充滿地認真聆聽阿闍梨開示

共修

的。正如《法華經》中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

在工作、生活、修法中時時勿忘！這就是最好的

「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眾生受佛戒，即入

6 月 18 日，智廣阿闍梨爲大家開示了一乘顯密佛

圓頓大戒《梵網經菩薩戒》，重點講授了十重戒。

系和修行次第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智廣阿闍梨

皆順正法。」

諸佛位。」「戒」的部分，阿闍梨爲大家開示了
「密」的部分，阿闍梨開示了唐密《佛說七俱胝

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並且傳授和共修了清
淨傳承的極密修法准提法和大黑天作法。「千經

萬論處處指歸」，「淨」的部分，阿闍梨開示了

決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五念門》修法的背景

和來歷，並且每天晚課帶領大家共修此殊勝法門。
最後「禪」的部分，阿闍梨選講了《禪林寶訓》。
從 6 月 12 日晚開始，智廣阿闍梨傳授並帶領大

家進行來自唐代的證悟傳承止觀坐禪實修。阿闍

禪修。」

教中心的修學體系和修行次第，讓大家對修學體
說：「圓人修法，無法不圓。我們修學的原則是

秉承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傳統，我們不是僅僅固守

於某一個佛法的支派，是秉承釋迦牟尼佛的教法。
一切佛法都是爲了讓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我
們學修的佛法就是跟隨本師釋迦牟尼佛，跟隨一
切諸佛，爲了讓自他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所宣導的教法。」我們修行的基本原則就是「善
友爲依、持戒爲本、觀心爲要、淨土爲歸」，也
要遵循「合情、合理、合法」的做人做事原則。

梨傳授了各種止觀的禪修方法，帶領同學們進行

修行之人，既要精通佛法，還要人情練達。作爲

學們在禪修中的疑問。同時，阿闍梨傳授了殊勝

北川先生爲大家系統講解了四書之首的《論語》，

實修，讓大家獲得了實修的體驗，並且解答了同

的六字要訣，阿闍梨說：「禪修之精髓要訣：放
鬆、專注、覺知。所有禪修奧義皆在此六字中。

在家修行人，要能全面、圓融地融入世出世間。
並於網路同步直播。我們未來要做老師，要懂得

教育學的方法，此次學修營中還邀請了臺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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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學修營合影

大學蔡纓勳博士分享了國學在臺灣的實踐經驗。

發了禮物，即興演唱了《懷念與上師一起的往日

記·學記》。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雖然我們馬

最後兩天下午由肖紅教授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禮

除此之外，爲了讓大家對臺灣的自然景觀和人文
景觀有一個瞭解，應大家的要求，特於 6 月 14

日安排了一日遊。同學們愉快地遊覽了臺灣島著
名的風景區日月潭，然後參觀了李炳南居士的臺
中蓮社和位於臺灣南投縣埔里鎮一新里的中臺禪

時光》，並語重心長地說：「佛陀說：『諸行無常，
上就要各奔東西，但是我相信我們的心永遠可以
在一起。我們所有的同學們，不管你們在哪裡，
都在我的心裡。」最後，大恩上師智廣阿闍梨對
眾弟子提出了殷殷希望，「可能要反復提醒大家

的就是一句話：『希望大家不要忘記菩提心。』」

寺。

此次師資學修營結束了，但我們的修行還在繼續。

6 月 19 日，是此次學修營的最後一天。晚上 8:00，

覺覺他，覺行圓滿。

大家用心準備的一臺樂供晚會開始了。節目有合

願大家都能福慧增上，早證菩提，自利利他，自

唱、舞蹈、配樂詩朗誦、山西打竹板、情景劇和
小品，形式多種多樣，內容豐富多彩。山莊負責
人在給大家的留言中說：「這兩個禮拜非常感謝

你們，你們讓我非常感動。你們靜的時候，文質
彬彬；你們動起來的時候，比舞臺上的藝人還藝
人。」

晚會結束後，大恩上師智廣阿闍梨爲義工代表頒

樂供晚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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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節智廣阿闍梨開示

寶篋印陀羅尼塔之殊勝功德

智廣阿闍梨爲四眾弟子開示

應新加坡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和具緣弟子的祈請，以及
新加坡兩座寶篋印陀羅尼塔落成的殊勝緣起，2016

5 月 14 日（農曆四月初八）恰值殊勝的浴佛節，浴

弟子開示《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周昭王二十四年（西元前 1027 年），釋迦牟尼佛從

年 5 月 14 日智廣阿闍梨蒞臨新加坡普明寺爲四眾
經》，還特別宣講了寶篋印陀羅尼塔之殊勝功德。

佛節又稱佛誕節、灌佛會等。中國普遍認知的佛誕爲
摩耶夫人右脅下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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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諸眾排隊浴佛 感念佛陀恩德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於是大地爲之震動，

華，禮拜供養，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一時消滅，

天以浴佛等形式紀念釋迦牟尼佛的誕辰。

於此塔，或一禮拜，或一右繞，塞地獄門，開

九龍吐水爲之沐浴。因此佛弟子通常會在這一

在這殊勝的節日，智廣阿闍梨首先爲大家開示
了浴佛的功德利益，並帶領大家進行了浴佛儀
式。與會諸眾排起了長隊，在釋迦牟尼佛像前

禮拜浴佛，感念佛陀的恩德，慶祝佛陀的聖誕。
浴佛儀式結束後，智廣阿闍梨爲大家開示了寶
篋印陀羅尼塔的殊勝功德。慈悲的阿闍梨詳細

生免災殃，死生佛家。若有應墮阿鼻地獄，若
菩提路。塔及形像，所在之處，一切如來，神

力所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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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念咒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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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了寶篋印陀羅尼塔本具之功德，建造寶篋

爲了祈願世界和平，佛法昌盛，眾生安樂，速

印塔之功德，禮拜、供養、轉繞寶篋印塔之功

寶篋印陀羅尼塔 84000 座，得到了很多高僧大

印塔之功德，修補寶篋印塔之功德，見聞寶篋

德，清潔佛塔之十種功德，施花供養佛塔之十
種功德，施燈供養佛塔之十種功德，施塗香供

養佛塔之十種功德，對佛塔歡喜讚歎之十八種
勝妙功德等。

寶篋印陀羅尼塔出自《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
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五代十國時期吳越王（錢
弘俶）曾建造過八萬四千座。據《一切如來心

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經中記載：「是

塔所在之處，有大神驗，殊勝威德，能滿一切
世間吉慶。」「若有有情，能於此塔，一香一

證無上菩提。智廣阿闍梨於 2014 年發心建造
德的支持，共同參與發起此殊勝倡議。幾年來

已經在全世界各地佛弟子的共同努力下，建造
了數十座寶篋印陀羅尼塔。爲了利益更多的眾
生，一乘顯密佛教中心還不斷出品大量微型寶
篋印陀羅尼塔。這次浴佛法會上，阿闍梨爲大

家介紹了此微型寶篋印陀羅尼塔的相關情況，
以及修行方法。

此塔造型完全依據寧波阿育王寺的佛陀頂骨舍
利塔原型，經過微縮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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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塔內裝藏有杭州雷峰塔出土的吳越王時期的《一
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縮印版，

還有高僧大德親自書寫的梵文、藏文兩種文字的
寶篋印陀羅尼咒複印本，並由智廣阿闍梨開光加
持。

微型寶篋印陀羅尼塔小巧精緻，方便隨身攜帶供
奉，亦可放置於車內及家庭、工作或經營場所等
智廣阿闍梨開示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功德和修行的方法

處，與之結緣眾生皆可獲得不可思議的殊勝利益，
是迅速累積福報和自利利他的殊勝法寶。

我們可以將此寶篋印陀羅尼塔作爲殊勝的修法對

境，對它恭敬禮拜、供養、轉繞等。因爲寶篋印
陀羅尼塔是「靈驗應心，無願不滿」的寶塔，我
們如理供奉修持，一切的願望，都將任運滿足。

與會者聽聞智廣阿闍梨如此殊勝的開示，全都目
不暫捨，歡喜踴躍，然後紛紛恭請小型的寶篋印

陀羅尼塔。其中與會的兩位出家師父在聽了阿闍
法會現場

梨的開示後，也對寶篋印陀羅尼塔生起了強烈的
信心，當下發願，要在他們的所屬寺院中也建造
殊勝的寶篋印陀羅尼塔。

最後，智廣阿闍梨對弟子們提出了殷殷期望，希

望大家瞭解了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功德後，回去可
以做幾件事情：第一，抄寫《一切如來心秘密全

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第二，在家裡或者是

道場，因緣具足的話可以建造大的寶篋印陀羅尼
塔，以便頂禮、供養、轉繞等。如果緣分不具足，

可以在普門庵請這種小型的寶篋印陀羅尼塔供在
佛堂上，可以每天請出來供在乾淨的桌子上，頂
禮、供養、轉繞等，都可以獲得無量的功德。

阿闍梨的開示令弟子們法喜充滿，道心堅定，紛
紛表示信願奉行。法會在四眾弟子心懷踴躍、瞻
仰讚歎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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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至 11 日，一乘顯密佛教中心舉辦了爲期兩天的網路「文
殊聖誕共修法會」。

眾所周知，文殊菩薩梵文名「曼殊室利」，意譯爲「妙吉
祥」，是三世諸佛菩薩智慧的化身。 《金剛頂經曼殊室利
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受持
此陀羅尼者。即入如來一切法平等。一切文字亦皆平等。

速得成就摩訶般若。才誦一遍。如持一切八萬四千修多羅
藏。……若誦一遍能除行人一切苦難。若誦兩遍除滅億劫

生死重罪。若誦三遍三昧現前。若誦四遍總持不忘。若誦
五遍。速得成就無上菩提。一心念誦滿一月已。曼殊室利
即現其身。或於室中演說法要。是時行者得宿命智。辯才
無礙自在神足。勝願成就。速證如來金剛法身。或於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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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聖誕共修法會報導

爲恭迎文殊菩薩聖誕（農曆四月初四），2016 年 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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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心咒：
嗡 阿 ra 巴匝那德

分佈的寺院

如 前 畫 像。

卻是最少的，

滿五十萬遍亦

有很多山路，作

得成就。或以香

爲修行階段非常契

泥塗舍利塔。梵寫

合。如果步行走這段，

五字旋繞念誦五十萬

遍。曼殊室利現其人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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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說法。常得諸佛及執金剛菩薩之

是心力體力的巨大考驗。

這恰恰跟我們佛法的修行、人生的

所護念。一切勝願皆悉具足。」

修行階段都可以契合。當我們有大的發心，

5 月 10 日晚，智廣阿闍梨爲線上道友傳授了

消除業障，乃至積累無量的福德資糧。」

殊勝的文殊修法並帶領大家共修。阿闍梨開

乃至菩提心的攝持，就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

示道：「修持文殊法門，暫時來講，可以獲

「遍路的第三個階段是『菩提』——了知心

記憶力，第三增長辯才；究竟來講，我們可

的人生之路，通過祖師的修行足跡，與祖師

得三種利益：第一是增長智慧，第二是增長
以證悟空性，解脫成佛。」

共修文殊心咒後，孝文老師爲線上道友介紹

的本性，人生的真相。重新審視、反省自己
相應，讓我們得到滌蕩和啟迪。讓我們獲得
經營好人生的智慧。」

了日本四國遍路。老師介紹說：「遍路的第

「遍路的第四個階段是『涅槃』——真正破

機非常重要。做一切事情，都要有好的發心。

願成就，意味著我們要更好地利益一切生

一個階段是『發心』——做任何的事情，動

『願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就是一個好的發心，
時時刻刻不忘初心，經營人生，經營我們的
修行之路，我們成就無上菩提就不是那麼
難。」

「遍路的第二個階段是『修行』，修行階段
位於四國的高知縣，是四國島面積最大的，

除所有煩惱、離苦得樂的境地。進一步的滿
命。在中國有句話叫『倒駕慈航』，所以遍
路的傳統也有『順走』『逆走』兩種，是同
樣的含義。」

孝文老師最後總結道：遍路，就是對應我們
人生和佛法修行這樣的一條道路。非常值得
大家去體驗，希望有條件的道友都能夠有機

會去遍路。

在喜悅、祥和的氣氛中，兩天的法會圓滿完

5 月 11 日晚，孝文老師繼續講解「遍路十

一切有情善願速成，早證菩提！

德」。他強調：「遇到任何事情，不是跟著
感覺走，而是不忘正念，不忘『同行二人』
的這種智慧。遍路的最終目的，不是爲了『遍

成。法會最後，與會四眾共同祈願聖教昌隆，

       

路』而遍路，而是通過遍路懺罪積資，累積

功德。通過遍路，提升內在的智慧，開顯內

人生。」

Ekayana

些收穫用在工作和生活中，好好經營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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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菩提心，自見自心本具的正等覺。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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