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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大衆諸大菩薩摩訶薩.若有初發意菩薩.及
一切四部衆善男子善女人等。若發菩提心
者.曼殊室利菩薩當有誓言.我有十種諸佛無
盡甚深大願.所有一切菩薩及一切有情衆生.入
我願者則是世尊諸佛之子.亦是我父母。於意
云何。我有先誓大願.依我十種大願者.先爲父
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屬.得令富貴果報圓滿.兄
友弟恭慈心不殺。聽學大乗讀誦尊經.轉教羣
品願至菩提.我亦作師僧子弟和尚阿闍黎同學
伴侶.受我法教學我威儀.取我禮節令發勝願。
迴向大乗學習菩提漸成佛道.於是我作他作大
臣官長理務世俗.一一清正於國忠孝悉共有縁
歸向菩提 .得值三寳令發菩提之心。云何名
爲無盡十種甚深大願。一者大願若有一切衆
生所生三界或我作他作隨縁受化.四空五淨之
主.八定四禪之主.梵王六欲之主.帝釋諸天之
主.四天四輪之主.諸神龍王之主.八部鬼神之

主.守護佛法之主.伽藍宮殿之主四大持世之
主.金剛堅牢之主護國善神之主。大國小國之
主粟散世王之主統領諸軍主都攝所守主.所有
水陸四生胎卵濕化。九類蠢動一切含靈.同生
三世願佛知見。或未聞我名令願得聞.及聞我
名於我法中.令一切有情盡發菩提.迴向大乗修
無上道。若有衆生以法藥世醫.救療諸疾.歷
數筭計工巧博易.世典文筆歌詠讃歎.講論戲
處導以度人.隨類同事接引世俗.令發菩提正
見正受.共我有縁得入佛道。二者大願若有衆
生.毁謗於我.瞋恚於我.刑害殺我.是人於我自
他.常生怨恨不能得解。願共我有縁.令發菩提
之心。三者大願若有衆生愛念我身.欲心見我
求得於我。於我身上於他身上.盛行諂曲邪見
顚倒.及生淨行不淨行諸惡不善。願共有縁令
發菩提之心。四者大願若有衆生.輕慢於我疑
慮於我.枉壓於我誑妄於我.毁謗三寳憎嫉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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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欺凌一切常生不善.共我有縁令發菩提之心。
五者大願若有衆生.賤我薄我慙我愧我.敬重於我
不敬於我.妨我不妨我用我不用我.取我不取我.求
我不求我.要我不要我.從我不從我.見我不見我。
悉願共我有縁.令發菩提之心。六者大願若有衆
生.常生殺命.作屠兒魁膾畋獵漁捕.怨命現前更相
殺害.無有斷絕世世相報.殺心熾盛不生悔過.賣肉
取財自養性命。如此之心者永失人身.不相捨離報
對.如是令發菩提之心。若有他人取我財物.我與
財物.或施我財物我施財物.所得財物及不得者.於
我有縁令發菩提之心。七者大願若有衆生.供養我
者我供養他者.或我造他造寺舍僧房.伽藍佛塔禪
房蘭若獨靜之處。或我造他造一切功德.及造菩薩
諸佛形像.令他布施修立福祐。徧於法界迴向一切
諸佛菩提.令一切有情同霑此福.及有他人自己朋
友同伴師長弟子。修行苦行節身斷食.持戒破戒
有行無行.和尚阿闍黎教導稱說.聽受我教我受他
教.同行同業共我有縁.令發菩提之心。八者大願
若有衆生廣造諸罪.墮於地獄無有出期。經無量劫
受諸苦惱.從地獄出生於五趣。先作畜生將命還
於前生.負物作駝驢猪狗牛羊象馬奴婢僕從.償他
宿債累劫陪命.還他偷盜無有休息。我於五道隨
形受化.常生同世教化於人。或作貧窮困苦盲聾
瘖瘂最下乞人.於一切衆生衆中.同類同縁同事同
行.同業導引得入佛道。共我有縁令發菩提之心。
九者大願若有衆生.縱恣身心我慢貢髙.故於我法
中汙埿佛法。師長弟子無慙無愧.用僧佛錢菩薩財
物。殺生偷盜邪行.妄語綺語惡口兩舌.闘亂縱恣
貪瞋.不揀良善劫奪他財.拒諱慢人不識善惡.廣造
十惡一切諸罪.死墮阿鼻入諸地獄。從地獄出輪還
六處.入生死海諸趣惡道。願共有縁同業同道.隨
縁化變當以救之令得出離.共我有縁發菩提心求無

上道。十者大願若有衆生當於我法.若我有縁若我
無縁.同我大願則是我身共我無別。行四無量心心
等虛空.廣度有情無有休歇.願達菩提登正覺路.大
聖曼殊以聖性願力。不入三界亦不出三界。心如
虛空常在如來清淨性海眞如藏中安住法界.徧在衆
生心識體性。曼殊室利言.我有大願以聖性力.加
持有情令罪垢消滅.得入菩提諸佛聖果.則是名菩
薩十種大願。如是文殊發廣大願已.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天雨曼陀羅華遍滿虛空。其時大會諸衆
盡見其華.同時讃歎文殊大士.聖力自在不可思議
不可言說。爾時諸大會衆咸皆歡喜信受奉行

註：節選自《大乗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

教王經》。依據《乾隆大藏經》第47冊·宋元入藏諸經

No.1039部《大乗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

教王經》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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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門跋日羅菩(上聲)提(地之反上聲)唐云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
國人(此云光明國其國近觀音宮殿補陀落山)婆羅門種。幼而
出家遊諸印度。雖內外博達而偏善總持。於此一門罕有
其匹。隨緣遊化隨處利生。聞大支那佛法崇盛。遂汎舶
東逝達于海隅。間八年中方屆京邑。於是廣弘祕敎建曼
荼羅。依法作成皆感靈瑞。沙門一行欽斯祕法數就諮
詢。智一一指陳復爲立壇灌頂一行敬受斯法請譯流通。
以十一年癸亥於資聖寺。爲譯瑜伽念誦法及七俱胝陀羅
尼。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 嵩岳沙
門溫古筆受。 至十八年庚午於大薦福寺。出曼殊室利
五字心及觀自在瑜伽要。沙門智藏譯語。又於舊隨求中
更續新呪。智執總持契所至皆驗。祕敎流傳寔斯人矣。
復有灌頂弟子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侍皇太子諸王文章集
賢院學士呂向。 敬師三藏因而紀之曰。 和上本中天竺
國剎利王伊舍那靺摩第三子也。後因南天國王將軍米准
那薦聞。遂稱南天竺人也。年始十歲於那爛陀寺出家。
依寂靜智師學聲明論。年十五往西天竺國。經四年學法
稱論。却迴於那爛陀寺。年二十受具戒。六年學大小乘
律。又學南宗般若燈論百論十二門論。 年二十八於迦
毘羅衛城。 就勝賢論師學瑜伽論唯識論辯中邊論。經
三年至三十一往南天竺。於龍樹菩薩弟子龍智年七百
歲今猶見在。 經七年承事供養。 受學金剛頂瑜伽經及
毘盧遮那總持陀羅尼法門諸大乘經典并五明論。 受五
部灌頂諸佛祕要之藏無不通達。遂辭師龍智却還中天。
尋禮如來八相靈塔。其後南天三年亢旱。 其王捺羅僧
伽補多靺摩遣使迎請和上。於自宮中建灌頂道場請雨。
其時甘澤流澍王臣欣慶。遂爲和上造寺安置。經餘三
載。國南近海有觀自在菩薩寺。門側有尼枸陀樹。先已
枯瘁顇。和上七日斷食行道。樹再滋茂。菩薩應現而作
是言。汝之所學今已成就。可往師子國瞻禮佛牙。登楞
伽山禮拜佛跡。迴來可往中國禮謁文殊師利菩薩。彼國
於汝有緣。宜往傳敎濟度群生。聞是語已不勝忻慰。僧
徒咸聞其語。寺衆乃曰。若菩薩降臨尼拘陀樹枝葉滋
榮。去卽枯顇。以此爲侯經三七日。却迴辭其國王。

金刚智行记
西京西明寺沙門圓照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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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領弟子道俗八人。往師子國至楞伽城。王臣四衆以
諸香花迎禮和上。至其宮側復往無畏王寺頂禮佛牙。
持諸香花精誠供養。遂感佛牙放光空中成蓋普現。大
衆咸覩斯瑞。便住其寺半年供養遂詣東南往楞伽山。
逕中路禮佛眼塔。其時行道一日一夜。無願不果。次
至七寶山城。次行至嚕呵那國國管寶山。其山土地足
多羅樹。國王先信小乘。聞和上至出城遠迎。就王宮
殿廣陳供養。 經一月餘日和上爲說大乘理性。便能悟
入信受欣喜。卽廣施雜寶和上不受云。本來意者頂禮
佛跡非爲珍寶。遠來至此願示其路。王卽遣人持輿令
和上乘。上送至山下。 其山多諸猛獸師子毒龍野人羅
剎。黑風苦霧常守護此山上珍寶。非是禮聖迹人。不
可昇上得入此山。和上於山下焚香頂禮發弘誓願。 願
見昔佛在世說法之時山神。發願已畢天開霧散猛獸潜
藏。遂與弟子於山北面近東渡水。 而上却轉向西北又
西南尋谷攀藤接葛。異種孤危至山中腰。近次北面有
一泉水流出。 其中總是紅頗梨瑟瑟金銀諸寶。 又多
寶性草及曼陀羅花優鉢羅花。時逢龕崛皆是先靈修道
之處。山中香花草木不可稱計。不停不滯七日攀緣方
至山頂。尋求靈跡見一圓石。可高四五尺許方廣可有
二丈。佛之右足隱在石上見有損缺。心卽生疑謂之非
是佛跡。仰天號泣憶昔如來。遂感五色雲現及有圓光
佛跡相輪分明顯現。聞有聲言。此眞佛跡。但爲往代
衆生將來業重留此跡耳。聞已歡喜香花供養。入定一
日。從定出已七日旋遶。把石尋緣行道。其佛跡外石
上有數石盞。亦中然燈。時有野人將甘蔗子椰子蕉子
署藥等來施和上。時弟子見之四散奔走。和上言曰。
此來供養非損汝輩。便取所施與授三歸戒。其野人將
小石施佛跡上打碎取喫。 何謂如是損其心上。云治心
痛。從此驗知佛跡漸損。其上多風不可久住頂上四望
去。 其山下五六十里外周有山圍繞。狀如域壁。山
上總是白雲。國人號名楞伽城山。山外西北連師子國
界。餘是大海。當觀望之時。和上不覺失脚砌下臨崖
便住。不損毫毛。當知是佛不思議力。弟子等驚喜不
已。遂復道而還。所有靈跡重禮辭迴。來去經一年却
至南天竺國。具述上事聞於國王。王又請留宮中供養
經一月日。和上白王。貧道先發誠願。彼支那國禮文

殊師利并傳佛法。卽日辭王。王曰。唐國途逕絕遠大
海難渡不得可到。住此敎化足獲利益。再三請住。和
上宿志不移。王曰。必若去時差使相送兼進方物。遂
遣將軍米准那奉大般若波羅蜜多梵夾。七寶繩床。七
寶金釧。寶鈿耳璫。雜物衣甲。綵緤。沈水。龍腦。
諸物香藥等。奉進唐國。願和上撿校加持得達彼國。
發來之日王臣四衆。香花音樂送至海濱。和上東向遙
禮文殊。西禮觀音菩薩。便與徒衆告別登舶入海。得
好風便一日一夜渡海。却到師子國勃支利津口。 逢
波斯舶三十五隻其國市易珍寶。諸商主見和上同心陪
從。師子國王室哩室囉聞和上再至。 又迎宮中一月供
養。苦留不住。重禮佛牙便卽進路。王使道俗香花音
樂餞送海岸。和上至發行日。是諸商主並相隨渡海。
經一月至佛逝國。佛逝國王將金傘蓋金床來迎和上。 

緣阻惡風停留五月。風定之後方得進發。經過諸國小
小異物及以海難洪波雜沸不可具述。計去唐界二十日
內。中間卒逢惡風忽發雲氣。叔闇毒龍鯨鯢之屬交頭
出沒。 是諸商舶三十餘隻。隨波流泛不知所在。唯
和上一舶以持隨求得免斯難。 又計海程十萬餘里逐波
汎浪。約以三年緣歷異國種種艱辛。方始得至大唐聖
境。行至廣府重遭暴雨。時節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
數百隻。 并以香花音樂海口遠迎。至開元八年中初到
東都。親得對見所有事意一一奏聞。 奉勅處分使令
安置四事供養。僧徒請法王公問道。從是隨駕往復兩
都。至十一年方事翻譯。於資聖寺薦福道場。所翻譯
成四部七卷。時庚午歲開元十八年。已入開元釋敎錄
也。至十九年後又譯出 

金剛頂經瑜伽修習毘盧遮那三麼地法一卷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身呪本一卷 

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呪本
一卷 

不動使者陀羅尼祕密法一卷

右1四部四卷其本見在
南天竺國三藏沙門跋日羅 (二合 )菩提 (唐言金剛合 )譯。至
二十四年隨駕西京。二十九年有勅放歸本國。行至東
都現疾告終。天寶二年癸未之歲二月辛未朔二十七日
丁酉龍門起塔。時有逸人混倫翁。撰文書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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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東京大廣福寺故金剛三藏。　塔銘并序詞曰
至道幽深玄宗湛邃。百靈間出大聖時遊。化滿三千位
超十地。眞言遂闡像設斯行金剛三藏者中天竺國剎利
王伊舍那靺摩第三子。以開元七年南天竺國因節度使
將軍米准那表薦入朝。遂稱南天竺人焉。誕育靈奇幼
有神異。懇請於父求之入道。年甫十歲於那爛陀寺。  

依寂靜智出家學聲明論兼九十四書。尤工祕術妙閑粉
繪。大師號菩提跋析羅。當其開濟遊方爲務。往詣南
天於龍智處契陀羅尼藏便會宿心。請建道場散藏五部
經于七載。 每至時飲食從空而下。 金剛薩埵常現於
前。 又陟楞伽山頂觀如來脚跡。燒以酥燈。其燈明
徹其跡微茫。當起少疑便現。深相靈契也若是。時南
天竺有尼拘陀樹久而枯顇。 大師繞樹行道七日斯須
花葉如故。其眞應也如是。大師從南天持大菩薩敎本
二十萬言兼瑜伽梵夾而至矣。  其靈感也若斯。因屆
唐國建毘盧遮那塔。 規摸意表思銳毫端代爲希有。其
工異也如是。帝甚嘉之額出天書縑仍恩錫。以今方古
未之有也。嘗登前佛壇受法王寶。號金剛智三藏。王
公士庶無不宗仰。二十四年隨駕入長安。至二十九年
七月二十六日天恩放還本國。至東京廣福寺乃現疾。
嗟有身之患坐而遷化。弟子僧智藏等請留遺敎。頃間
復還囑付畢曰。西國涅槃盡無坐法。隨師返寂右脇而
眠。卽師子王經所載也。悟身非有蟬蛻遐舉。其年八
月十五日證果矣。春生現滅哀傷於此帝坐悲惜感於士
心。其年九月五日勅令東京龍門安置。至天寶二年二
月二十七日。於奉先寺西崗起塔。 其塔來也是漏盡阿

羅漢建立。一名卒堵波。二名偷婆。憑巒據川皆能面
伊審高卑以合制。籌廣狹以中規。甃散排牙洩餘雨之
瀸漏。牧危撮頂積流雲之奔影。掩乎石扇閉以金鎖。
林松簫瑟峯碑岌峨。千齡之前川谷推移。百代之後人
神莫知。乃爲銘曰

　　　峨峨法岫　　滔滔智田　　爲道之始
　　　則人之先　　名揚中國　　業善南天
　　　示曉示喻　　三千大千　　浮圖亞迹
　　　摩騰比肩　　眞寂有境　　生死無邊
　　　釋迦示現　　迦葉求緣　　無來無去
　　　何後何前　　猗歟叡哲　　運謝時賢
　　　風摧道樹　　浪沒慈船　　層塔虛設
　　　寶鐸空懸　　柏吟宵吹　　松生暮煙
　　　人世移易　　陵谷推遷　　唯餘石誄
　　　千年萬年　

註：節選自《大正藏》第55卷No.2157《續貞元釋敎錄·貞元
新定釋敎目錄卷第十四》
1  这里是指的上面四部四卷七本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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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文殊師利菩薩是七佛之師、諸佛之母，是一切如來智慧的集中顯現。
在《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中，毘盧遮那如來
說：「吾從往昔修持金剛祕密菩提法教者。是大聖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是
吾先師。」可見，文殊菩薩就像觀世音菩薩一樣，雖現爲菩薩身，其實早
已成佛了。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裡面講到文殊師利菩薩
發過很殊勝的十大願。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認真地看一看，這裡面蘊含著兩
個可以令我們成爲文殊菩薩的成佛要訣。看了這十大願以後你再祈禱文殊
菩薩，你就會生起無比的信心。

通過這十大願，你會看到，三界六道的衆生，各種各樣的衆生，文殊菩薩
都會攝受。不管是從事何種行業，也不管有著何種業力；無論你供養他、
敬重他，還是你誹謗他、輕慢他，或者你以貪欲心愛念他，亦或是懷疑
他、遠離他，甚至是嗔恨他、殺害他，等等，他都會攝受你。不管什麼樣
的衆生，文殊菩薩都發願與他有緣，令他發菩提心，得入佛道，獲得究竟
的安樂。

特別是最後一願最殊勝，可以說是一條如何與文殊師利菩薩相應的口訣。
你怎樣才能得到文殊菩薩的加持，怎樣才能成就與文殊菩薩無二無別的果
位？答案就在這一大願中。

第十大願講道：「若有衆生當於我法。若我有緣若我無緣。同我大願則是
我身共我無別。」就是你如果能夠跟文殊師利菩薩一樣發這十大願的話，
那麼文殊菩薩說：「則是我身共我無別。」你就會跟文殊菩薩無二無別。
因爲文殊菩薩的心願就是你的心願，你跟文殊菩薩心心相應。

在密宗裡面講，修持本尊法要獲得成就，就是你的身語意要與本尊的身語
意相應，其中最主要的是學習本尊的發心、修行，像本尊一樣的成就。修
行的方法就是模仿本尊的身語意。

怎樣做就能跟
文殊菩薩無二無別？

智廣阿闍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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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尊的身作爲你的身，狹義來講就是結本尊手
印，廣義來講就是安住於本尊的行爲當中；以本
尊的語作爲你的語，狹義來講就是念誦本尊的真
言、密咒，廣義來講你如果安住在本尊的境界當
中，那麼所有的語言就是本尊的語；以本尊的意
作爲你的意，狹義來講是按照本尊修法的儀軌來
觀想，廣義來講就是你證悟與本尊無二無別的境
界時，你所有的心念都是本尊的意。

這就是密教中的三密相應，你不斷地去修、去模
仿，你就會和本尊的身語意相應，而獲得和本尊
無二無別的成就。

「同我大願則是我身共我無別。」我們應該對這
句話生起信心，隨學文殊菩薩一樣來發起殊勝大
願。我們漢地的衆生跟文殊菩薩特別有緣，我自
己也是對文殊菩薩有著不共的信心，曾經有一段
時間我也把文殊菩薩十大願放進我的日課裡面，
天天念誦。剛開始我們可能不一定能完完全全發
起來，但是我們最起碼要相似地發一發，模仿一
下，有空的時候經常念一念，也許你慢慢、慢慢
就真的會發起來這殊勝的十大願了。

「行四無量心心等虛空。廣度有情無有休歇。願
達菩提登正覺路。」其實這十種大願就是四無量
心，慈悲喜捨都包含在裡面了。你如果有這十種
大願，你就已經有四無量心了。

後面就更殊勝了，「大聖曼殊以聖性願力。不入
三界亦不出三界。」「不入三界」指的是什麼
呢？就是他的心已經解脫了，不會墮入到三界輪
廻裡面去。但他爲什麼又是「不出三界」呢？因
爲他要救度三界輪廻裡的一切衆生，所以他也不
離開三界。用另外一句話講就是「不住輪廻，不
住涅槃」。大乘的聖者解脫輪廻之後，不會像小
乘的聖者那樣住於涅槃。大乘聖者雖然在涅槃的
境界中，但是他會繼續到輪廻裡面救度衆生。

「心如虛空常在如來清淨性海真如藏中安住法
界。」那麼文殊菩薩的心在哪裡呢？文殊菩薩的
心像虛空一樣，常住在如來清淨性海真如藏中，
安住在法界中。這個就是了義的教法裡面所講的
證悟境界，在佛教中各宗各派對它有不同的說
法，「安住實相」「明心見性」「一真法界」
「般若空性」「大圓滿的覺性」「大手印的明
體」等等，都說的是這句話的境界。

「徧在衆生心識體性。」這句就更殊勝了，文殊
菩薩的心在哪裡呢？遍滿在一切衆生的心中。我
們每個衆生心裡面其實都有文殊菩薩的心，我們
的心跟文殊菩薩的心一絲的間隔都沒有，所以你
祈禱文殊菩薩的當下，他一秒都不會遲疑，馬上
就會給你回應，給你加持。

《大方廣佛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中說：
「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
無差別。」所以你的心跟文殊菩薩的心其實是無
二無別的，如果你真正知道了這一點，證悟了這
一點，其實你也就開悟成佛了。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
經》的見地是非常高深和了義的。如果你真正有
這樣的見地，你念文殊心咒的時候就會和文殊菩
薩相應，那麼文殊菩薩全部的加持就會融入你的
心中，你就可以「罪垢消滅。得入菩提諸佛聖
果」，你就會獲得和文殊菩薩無二無別的佛果。
希望大家不斷提高自己的見解和信心，精進念誦
文殊菩薩的心咒，早日成就無上菩提。

1  文中《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
經》經文依據《乾隆大藏經》第47冊·宋元入藏諸經

No.1039部校對

2    文中《大方廣佛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經文
依據《乾隆大藏經》第18冊No.83《大方廣佛華嚴
經》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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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山境殊勝幻刹土，　　　萬衆圍繞文殊勇士尊，
無量幻嚴輝光示大衆，　　　善緣喜宴已然降未停！ 

僅至此地罪墮得清淨，　　　仙人諦實此語入耳際，
眼簾濕潤歡喜細雨降，　　　身毛諸孔吹動起舞姿！
 
萬數藏人虔信會聚已，　　　已作深廣禮供祈願故，
自顯刹中導師眷屬衆，　　　莊嚴聚會緣起已會合！
 
我等從今一切生世中，　　　文殊童子一父敬頂戴，
三有虛幻城中遍遊觀，　　　爲母衆生救拔種已植！
 
爲得智慧自色殊勝天，　　　佛語離垢淨無漏甘露，
無餘總持慧辯引意瓶，　　　無難善緣今時已獲致！
 
仰觀彩虹光雲諸莊嚴，　　　較於勤造彩繪尤美妙，
天身文字手相廣無邊，　　　文殊童子自力已親見！
 
前觀洲山草木花諸景，　　　文殊童子圓熟淨自色，
兜率化樂境色黯然失，　　　此清淨刹未捨身已至！
 
俯視此刹衆多士夫聚，　　　擯棄耽著此生諸現相，
信及悲心自性已明現，　　　五髻化機已然明顯見！

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  造
益西彭措堪布  譯

		歡歌
——小兒歡喜之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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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內視猶如彩虹現，　　　尋覓不得放置即空明，
與我久處文殊童子尊，　　　從未謁見今時已明見！
 
無有勤苦觀察重擔負，　　　心間無壞童子瓶身刹，
自明文殊師與眷聚時，　　　善說妙法喜筵已廣施！
 
清淨刹中清淨勇士行，　　　深廣語增求脫衆心樂，
夢中亦未得現此境相，　　　我等師徒今已得此現！
 
今時僅做放逸安樂睡，　　　天尊淨刹已結殊妙緣，
淨心廣發大願印持故，　　　從樂至樂已得大把握！
 
今於生樂當成教衆利，　　　後於死樂定往極樂刹，
如何行持皆住歡樂境，　　　此乃文殊智慧勇士恩！
 
爲報尊恩乃至虛空際，　　　於無邊衆廣作利樂義，
無畏誓願若已由衷發，　　　一父當予加持賜威力！
 
阿旺羅珠聰美戲說於那羅延洞窟中。

註：轉載自益西彭措堪布官方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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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根發第七
行者若能如是.從假入空觀中。善修止觀者.則於
坐中身心明淨。爾時當有種種善根開發.應須識
知。今畧明善根發相.有二種不同.一外善根發
相.所謂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尊長。供養三寳及諸
聽學等.善根開發。此是外事。若非正修.與魔境
相濫。今不分別。二內善根發相.所謂諸禪定法
門善根開發。有三種意.第一名善根發相有五種
不同.一息道善根發相。行者善修止觀故.身心調
適妄念止息。因是自覺其心漸漸入定.發於欲界
及未到地等定。身心泯然空寂定心安隱.於此定
中都不見有身心相貌。於後或經一坐二坐.乃至
一日二日.一月二月。將息所得不退不失.即於
定中忽覺身心運動八觸而發者.所謂覺身痛痒冷
暖輕重澀滑等。當觸發時身心安定虚微悅豫.快
樂清淨不可爲喻。是爲知息道根本禪定善根發
相。行者或於欲界共到地中。忽然覺息出入長
短.徧身毛孔皆悉虚踈.即以心眼見身內三十六
物。猶如開倉見諸麻豆等.心大驚喜.寂靜安快.是
爲隨息特勝善根發相。二不淨觀善根發相。行
者若於欲界未到地定。於此定中身心虚寂.忽然
見他男女身死.死已胮脹爛壞蟲膿流出。見白骨
狼藉.其心悲喜厭患所愛。此爲九想善根發相。
或於靜定之中.忽然見內身不淨.外身胮脹狼藉。
自身白骨從頭至足.節節相拄.見是事已。定心安
隱驚悟無常.厭患五欲不著我人。此是背捨善根
發相。或於定心中.見於内身及外身.一切飛禽走
獸.衣服飲食屋舍山林.皆悉不淨。此爲大不淨善
根發相。三慈心善根發相.行者因修止觀故。若
得欲界未到地定於此定中忽然發心慈念衆生.或
縁親人得樂之相.即發深定。內心悅樂清淨不可
爲喻.中人怨人乃至十方五道衆生.亦復如是。
從禪定起其心悅樂.隨所見人顏色常和。是爲慈
心善根發相.悲起喜心發相。類此可知也。四因
縁觀善根發相。行者因修止觀故.若得欲界未到

地.身心靜定。忽然覺悟心生.推尋三世無明行等
諸因縁中不見人我.即離斷常。破諸執見.得定安
隱解慧開發.心生法喜不念世間之事。乃至五隂
十二處十八界中.分別亦如是。是爲因縁觀善根
發相。五念佛善根發相.行者因修止觀故。若得
欲界未到地定.身心空寂。忽然憶念諸佛功德相
好.不可思議所有十力。無畏不共.三昧解脫等
法.不可思議神通變化.無礙說法廣利衆生.不可
思議。如是等無量功德.不可思議。作是念時.即
發敬愛心生.三昧開發身心快樂.清淨安隱無諸
惡相。從禪定起身體輕利.自覺功德巍巍人所愛
敬。是爲念佛三昧善根發相。復次行者因修止
觀故.若得身心澄淨.或發無常苦空無我不淨。世
間可厭食不淨相.死離盡想。念佛法僧戒捨天.念
處正勤如意根力覺道.空無相無作.六度諸波羅蜜
神通變化等。一切法門發相.是中應廣分別。故
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二分別眞僞者.有二.一
者辨邪僞禪發相。行者若發如上諸禪時。隨因
所發之法或身搔動.或時身重如物鎮壓.或時身輕
欲飛.或時如縛.或時逶迤垂熟.或時煎寒.或時壯
熱.或見種種諸異境界.或時其心闇蔽.或時起諸
惡覺.或時念外散亂諸雜善事.或時歡喜躁動.或
時憂愁悲思.或時惡觸身毛驚竪.或時大樂昬醉。
如是種種邪法.與禪俱發.名爲邪僞。此之邪定若
人愛著.即與九十五種鬼神法相應。多好失心顚
狂.或時諸鬼神等知人念著其法.即加勢力令發
諸邪定。邪智辯才神通惑動世人.凡愚見者謂得
道果皆悉信伏。而其內心顛倒專行鬼法惑亂世
間.是人命終永不值佛。還墮鬼神道中。若坐時
多行惡法.即墮地獄。行者修止觀時.若證如是等
禪有此諸邪僞相.當即却之。云何却之。若知虚
誑正心不受不著即當謝滅.應用正觀破之即當滅
矣。二者辨眞正禪發相。行者若於坐中發諸禪
時.無有如上所說諸邪法等。隨一一禪發時.即覺
與定相應。空明清淨內心喜悅澹然快樂.無有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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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善心開發信敬增長.智鑒分明身心柔輭微妙
虚寂。厭患世間無爲無欲出入自在.是爲正禪發
相。譬如與惡人共事恒相觸惱。若與善人共事
久見其美.分別邪正二種禪發之相.亦復如是。三
明用止觀長養諸善根者.若於坐中諸善根發時。
應用止觀二法修令增進。若宜用止則以止修
之。若宜用觀則以觀修之.具如前說畧示大意矣

覺知魔事第八
梵音魔羅.秦言殺者.奪行人功德之財.殺行人智慧
之命.是故名之爲惡魔。事者如佛以功德智慧.度
脫衆生入涅槃爲事。魔常以破壞衆生善根.令流
轉生死爲事。若能安心正道 .是故道高方知魔
盛。仍須善識魔事.但有四種.一煩惱魔.二隂入界
魔.三死魔.四鬼神魔。三種皆是世間之常事.及隨
人自心所生。當須自心正除遣之。今不分別鬼
神魔相.此事須知。今當畧說.鬼神魔有三種.一者
精魅.十二時獸變化作種種形色.或作少女老宿之
形。乃至可畏身等非一.惱惑行人。此諸精魅欲
惱行人.各當其時而來。須善別識若於寅時來者
必是虎獸等。若於卯時來者必是兔鹿等.若於辰
時來者必是龍鼈等.若於巳時來者必是蛇蟒等.若
於午時來者必是馬驢駝等.若於未時來者必是羊
等.若於申時來者必是猿猴等.若於酉時來者必是
雞烏等.若於戌時來者必是狗狼等.若於亥時來者
必是豬等.子時來者必是鼠等.丑時來者必是牛
等。行者若見常用此時來.即知其獸精.說其名字
訶責即當謝滅。
二者堆剔鬼.亦作種種惱觸行人。或如蟲蠍縁人
頭面.攅刺熠熠或擊櫪人兩腋下.或作抱持於人.或
言說音聲喧鬧.及作諸獸之形異相非一。來惱行
人.應即覺知一心閉目隂而罵之作是言。我今識
汝汝是閻浮提中食火臭香.偷臘吉支邪.見喜破戒
種。我今持戒終不畏汝。若出家人應誦戒本.若
在家人應誦三歸五戒等.鬼便却行匍匐而去。如

是若作種種留難惱人相貌。及餘斷除之法。並
如禪經中廣說。三者魔惱.是魔多化作三種五塵
境界.相來破善心。一作違情事則可畏五塵令人
恐懼.二作順情事則可愛五塵令人心著.三非違非
順事。則平等五塵動亂行者.是故魔名殺者.亦名
華箭.亦名五箭。射人五情故.名色中作種種境
界。惑亂行人.作順情境者.或作父母兄弟。諸佛
形像端正男女可愛之境.令人心著。作違情境界
者.或作虎狼師子羅刹之形。種種可畏之像.來怖
行人。作非違非順境者.則平常之事.動亂人心令
失禪定.故名爲魔。或作種種好惡之音聲.作種種
香臭之氣.作種種好惡之味.作種種苦樂境界。來
觸人身皆是魔事.其相衆多。今不具說。舉要言
之。若作種種五塵.惱亂於人令失善法.起諸煩惱
皆是魔軍。以能破壞平等佛法.令起貪欲憂愁嗔
恚睡眠等。諸障道法.如經偈中說
欲是汝初軍 憂愁爲第二 飢渴第三軍
渴愛爲第四 睡眠第五軍 怖畏爲第六
疑悔第七軍 嗔恚爲第八 利養虚稱九
自高慢人十 如是等衆軍 壓沒出家人
我以禪智力 破汝此諸軍 得成佛道已
度脫一切人
行者旣覺知魔事即當却之.却法有二.一者修止却
之.凡見一切外諸惡魔境。悉知虚誑不憂不怖.亦
不取不捨.妄計分別息心寂然彼自當滅。二者修
觀却之。若見如上所說種種魔境.用止不去即當
反觀。能見之心不見處所.彼何所惱。如是觀時
尋當滅謝.若遲遲不去但當正心。勿生懼想不惜
軀命.正念不動。知魔界如即佛界如.若魔界如佛
界如。一如無二如.如是了知.則魔界無所捨。佛
界無所取.佛法自當現前。魔境自然消滅。復次
若見魔境不謝.不須生憂。若見滅謝亦勿生喜.所
以者何。未曾見有人坐禪見魔化作虎狼來食
人.亦未曾見魔化作男女來爲夫婦。當其幻化.愚
人不了.生驚怖及起貪著。因是心亂失定發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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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患.皆是行人無智受患.非魔所爲。若諸魔境
惱亂行人.或經年月不去。但當端心正念堅固不
惜身命.莫懷憂懼。當誦大乗方等諸經治魔呪.默
念誦之。存念三寳.若出禪定亦當誦呪。自防懺
悔慚愧及誦.波羅提木义.邪不干正久久自滅。魔
事衆多說不可盡.善須識之。是故初心行人.必須
親近善知識。爲有如此等難事.是魔入人心能令
行者.心神狂亂。或喜或憂因是成患致死.或時
令得諸邪禪定智慧。神通陀羅尼.說法教化人皆
信伏後即壞人出世善事.及破壞正法。如是等諸
異非一說不可盡。今畧示其要.爲令行人於坐禪
中.不妄受諸境界。取要言之.若欲遣邪歸正當觀
諸法實相.善修止觀無邪不破。故釋論云.除諸法
實相.其餘一切皆是魔事.如偈中說
若分別憶想 即是魔羅網 不動不分別
是則爲法印

治病第九
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因今用觀心息鼓擊
發動本病.或時不能善調適身心息三事.內外有
所違犯故有病患。夫坐禪之法若能善用心者.則
四百四病自然除差。若用心失所.則四百四病因
之發生。是故若自行化他。應當善識病源善知
坐中內心治病方法.一旦動病非唯行道有障.則大
命慮失。今明治病法.中有二意.一明病發相.二明
治病方法。一明病發相者.病發雖復多途畧出不
過二種.一者四大增損病相.若地大增者則腫結沉
重身體枯瘠。如是等百一患生。若水大增者.則
痰隂脹滿食飲不消。腹痛下痢等百一患生。若
火大增者.即煎寒壯熱.支節皆痛口氣大小便利不
通等。百一患生。若風大增者則身體虚懸.戰掉
疼痛肺悶脹急.嘔逆氣急如是等。百一患生.故經
云.一大不調百一病起.四大不調四百四病。一
時俱動。四大病發各有相貌.當於坐時及夢中察
之。二者五藏生患之相.從心生患者.身體寒熱.及

頭痛口燥等.心主口故。從肺生患者.身體脹滿.四
支煩疼心悶鼻塞等。肺主鼻故。從肝生患者.多
無喜心憂愁不樂悲思嗔恚.頭痛眼闇昬悶等.肝
主眼故。從脾生患者.身體面上遊風.徧身㿇痒
疼痛飲食失味等脾主舌故。從腎生患者.咽喉曀
塞.腹脹耳聾等.腎主耳故。五藏生病衆多各有其
相.當於坐時及夢中察之可知。如是四大五藏.病
患因起非一。病相衆多不可具說.行者若欲修止
觀法門。脫有患生.應當善知因起。此二種病通
因內外發動.若外傷寒冷風熱.飲食不消而病。
從二處發者.當知因外發動若由用心不調.觀行違
僻。或因定法發時不知取與而致此二處患生.此
因內發病相。復次有三種得病因縁不同.一者四
大五藏增損得病如前說.二者神所作得病.三者業
報得病。如此等病初得即治甚易得差.若經久則
病成。身羸病結治之難愈。一明治病方法者.旣
深知病源起發.當作方法治之。治病之法乃有多
途。舉要言之.不出止觀二種方便。云何用止治
病相。有師言.但安心止.在病處即能治病。所以
者何。心是一期果報之主.譬如王有所至處群賊
迸散。次有師言.臍下一寸名憂陀那.此云丹田。
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有師言.常
止心足下.莫問行住寢卧即能治病。所以者何。
人以四大不調故.多諸疾患此由心識上縁故.令四
大不調。若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調適衆病除矣。
有師言.但知諸法空無所有不取病相.寂然止住多
有所治。所以者何。由心憶想.鼓作四大故有病
生.息心和悅衆病即差。故淨名經云.何爲病本所
謂攀縁。云何斷攀縁謂心無所得.如是種種說用
止治病之相非一。故知善修止法能治衆病。次
明觀治病者。有師言.但觀心想.用六種氣。治病
者即是觀能治病.何等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
呵五嘘六呬.此六種息皆於脣口之中想心。方便
轉側而作綿微.而用頌曰
心配屬呵腎屬吹 脾呼肺呬聖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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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藏熱來嘘字至 三焦壅處但言嘻
有師言 .若能善用觀想運 .作十二種息能治衆
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滿息.四焦息.五增長息.六
滅壞息 .七煖息 .八冷息 .九衝息 .十持息 .十一和
息.十二補息。此十二息皆從觀想心生。今畧明
十二息對治之相.上息治沉重.下息治虚懸.滿息
治枯瘠.焦息治腫滿.增長息治羸損滅.壞息治增
盛.煖息治冷.冷息治熱.衝息治壅塞不通.持息治
戰動.和息通治四大不和.補息資補四大衰。善用
此息可以徧治衆患.推之可知。有師言.善用假想
觀.能治衆病如人患冷.想身中火氣起即能治冷此
如雜阿含經.治病祕法七十二種法中廣說。有師
言.但用止觀.檢析身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
得衆病自差。如是等種種說.用觀治病.應用不同
善得其意皆能治病。當知止觀二法。若人善得
其意則無病不治也。但今時人根機淺鈍作此觀
想多不成就.世不流傳。又不得於此更學氣術休
粮恐生異見.金石草木之藥.與病相應亦可服餌。
若是鬼病當用彊心加呪以助治之。若是業報
病.要須修福懺悔患則消滅。此二種治病之法.若
行人善得一意即可自行兼他。況復具足通達。
若都不知則病生無治.非唯廢修正法。亦恐性命
有虞.豈可自行教人。是故欲修止觀之者.必須善
解內心治病方法。其法非一得意在人豈可傳於
文耳。復次用心坐中治病.仍須更兼具十法無不
有益。十法者.一信.二用.三勤.四常住縁中.五別
病因起.六方便.七久行.八知取捨.九持護.十識遮
障。云何爲信。謂信此法必能治病。何爲用。
謂隨時常用。何爲勤。謂用之專精不息.取得差
爲度。何爲住縁中。謂細心念念依法 .而不異
縁。何爲別病。因起如上所說。何爲方便。謂
吐納運心縁想善巧成就.不失其宜。何爲久行。
謂若用之未即有益.不計日月常習不廢。何爲知
取捨。謂知益即勤有.損即捨之.微細轉心調治。
何爲持護。謂善識異縁觸犯。何爲遮障。謂得

益不向外說未損不生疑謗。若依此十法所治.必
定有效不虚者也

證果第十
若行者如是修止觀時 .能了知一切諸法皆由心
生.因縁虚假不實故空。以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諸
法名字相.則體眞止也。爾時上不見佛果可求.下
不見衆生可度.是名從假入空觀.亦名二諦觀.亦
名慧眼.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觀即墮聲聞辟支佛
地。故經云.諸聲聞衆等自歎言.我等若聞淨佛
國土.教化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爲。如是思
惟不生喜樂。當知若見無爲入正位者.其人終不
能發三菩提心.此即定力多故不見佛性。若菩薩
爲一切衆生.成就一切佛法不應取著。無爲而自
寂滅。爾時應修從空入假觀.則當諦觀心性雖空
縁對之時.亦能出生一切諸法。猶如幻化雖無定
實.亦有見聞覺知等相.差別不同。行者如是觀
時.雖知一切諸法畢竟空寂.能於空中修種種行。
如空中種樹.亦能分別衆生諸根。性欲無量故則
說法無量。若能成就無礙辯才.則能利益六道衆
生.是名方便隨縁止。乃是從空入假觀.亦名平
等觀.亦名法眼.亦名道種智。住此觀中智慧力
多故。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菩薩雖復成就此二種
觀.是名方便觀門非正觀也。故經云.前二觀爲方
便道.因是二空觀.得入中道第一義觀.雙照二諦
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若菩薩欲於一念
中具足一切佛法.應修息二邊分別止行於中道正
觀。云何修正觀。若體知心性非眞非假.息縁眞
假之心名之爲正諦觀。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壞空
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則於心性。通達中道圓照
二諦。若能於自心見中道二諦。則見一切諸法
中道二諦亦不取中道二諦。以決定性不可得故
是名中道正觀。如中論偈中說
因縁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名爲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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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中道義
深尋此偈意.非唯具足分別中觀之相.亦是兼明前
二種方便觀門㫖趣。當知中道正觀.則是佛眼.一
切種智。若住此觀則定慧力等。了了見佛性。
安住大乗行步平正.其疾如風。自然流入薩婆若
海.行如來行.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則以
如來莊嚴而自莊嚴.獲得六根清淨入佛境界。於
一切法無所染著.一切佛法皆現在前成就念佛三
昧.安住首楞嚴定。則是普現色身三昧.普入十方
佛土教化衆生.嚴淨一切佛刹.供養十方諸佛。受
持一切諸佛法藏.具足一切諸行波羅蜜。悟入大
菩薩位.則與普賢文殊爲其等侶.常住法性身中。
則爲諸佛稱歎授記.則是莊嚴兜率陀天.示現降神
母胎出家詣道場.降魔怨成正覺轉法輪入涅槃。
於十方國土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眞應二身.則是初
發心菩薩也。華嚴經中.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了達
諸法眞實之性。所有慧身不由他悟。亦云.初發
心菩薩.得如來一身作無量身。亦云.初發心菩薩
即是佛。涅槃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前
心難。大品經云.須菩提有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
即坐道場.轉正法輪。當知則是菩薩爲如佛也。
法華經中.龍女所獻珠爲證。如是等經皆明初心
具足一切佛法.即是大品經中.阿字門即是。法華
經中.爲令衆生開佛知見即是。涅槃經中.見佛

性故住大涅槃。已畧說初心菩薩因.修止觀證果
之相。次明後心證果之相.後心所證境界則不可
知。今推教所明.終不離止觀二法。所以者何。
如法華經云.殷勤稱歎諸佛智慧則觀義.此即約觀
以明果也。涅槃經.廣辯百句解脫.以釋大涅槃者
涅槃則止義。是約止以明果也。故云.大般涅槃
名常寂定.定者即是止義。法華經中.雖約觀明果
則攝於止。故云.乃至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
於空。涅槃中雖約止明果.則攝於觀。故以三德
爲大涅槃.此二大經。雖復文言出沒不同。莫不
皆約止觀二門.辨其究竟並據定慧兩法。以明極
果.行者當知初中後果.皆不可思議故。新譯金光
明經云.前際如來不可思議.中際如來種種莊嚴.後
際如來常無破壞。皆約修止觀二心.以辨其果.故
般舟三昧經中偈云
諸佛從心得解脫 心者清淨名無垢
五道鮮潔不受色 有學此者成大道
誓願所行者須除三障五盖.如或不除雖勤用功終
無所益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下

註：依據《乾隆大藏經》第八十五冊No.1484《修習

止觀坐禪法要二卷》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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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之有才華，有善教，則易於
成就正器。無善教，則多分流爲
敗種。今日之民不聊生，國步艱
難，幾於蹶覆者。皆有才華無善
教者，漸漸釀成之也。

印光大師告訴我們種種社會問題的根源
到底是什麼。印祖說的是民國時候的社
會狀況，大家也可以對照自己，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

孩子如果非常聰明的話，其實很危險。
現在的孩子很多確實都非常聰明，年紀
很小智商都非常地高。但這樣的人恰恰
需要更好的教育，如果我們教育得好，
這樣的孩子未來就容易成就正器，可以
利國利民；如果教育不好，那他多半就
會變成一個壞人，對社會產生各種各樣
不好的作用。

當時民國的時候，「民不聊生，國步艱
難」，幾乎到了快要亡國的境地。「皆
有才華無善教者，漸漸釀成之也。」什
麼樣的人會禍國殃民？就是這些沒有
德行但有才華的人，這種人是非常危險
的。

無才華，固宜教其誠實。有才
華，益宜教其誠實。然誠實亦可
偽爲。

沒有才華的人，要教他誠實；有才華的
人更應該要教他誠實。印光大師告訴我
們，教育孩子，包括教育學生，最重要
的是要教德行，德行裡面最重要的是誠
實。但要做到真正的誠實也不容易，誠
實也可能是偽裝的，做給別人看的。

最初即以因果報應，及人之一舉
心動念，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
見，作常途訓誨。而陰騭文、感
應篇，必令其熟讀。

所以最初的教育要特別重視因果的正
見，包括要教育孩子「人之一舉心動
念，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見」的道
理，把這些當作日常的訓導，讓他知道
我們每個人的一舉一動、起心動念，都
是有天地鬼神在看著的，我們所有的身
口意，諸佛菩薩和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偽裝也是毫無意
義的。我們一定要讓孩子們熟讀《文昌
帝君陰騭文》和《太上感應篇》，這些
都是幫助我們樹立因果正見的寶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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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弟之有才華，有善教，則易於成就正器。無善教，則多分流爲敗種。今日
之民不聊生，國步艱難，幾於蹶覆者。皆有才華無善教者，漸漸釀成之也。
無才華，固宜教其誠實。有才華，益宜教其誠實。然誠實亦可偽爲。最初即
以因果報應，及人之一舉心動念，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見，作常途訓誨。
而陰騭文、感應篇，必令其熟讀。且勿謂此非佛書而忽之。以凡夫心量淺
近，若以遠大之深理言之，則難於領會。此等書，老幼俱可聞而獲益。而況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乎。佛尚以死屍糞穢毒蛇，令人作觀，以之證阿羅漢
者，逾恆河沙。況此種貼實存養省察之言句乎。（書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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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勿謂此非佛書而忽之。以凡夫心量淺
近，若以遠大之深理言之，則難於領會。
此等書，老幼俱可聞而獲益。

印祖特別強調，不要認爲這些不是佛書就忽略它
們，認爲「我們修行大乘佛法還讀什麼《文昌帝
君陰騭文》《太上感應篇》？這些都只是道教的
善書」。不要這樣想，因爲凡夫心量淺近，如果
把佛法寬廣甚深的道理直接教給他的話，會難以
領會。而像《文昌帝君陰騭文》《太上感應篇》
這些書裡面的道理就比較淺顯易懂，「老幼俱可
聞而獲益」，不論男女老幼，聽了以後，馬上都
可以得到利益。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
麼做了以後得到福報，什麼做了以後得到災禍，
心裡非常清楚。

而況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乎。佛尚以死屍
糞穢毒蛇，令人作觀，以之證阿羅漢者，
逾恆河沙。況此種貼實存養省察之言句
乎。

何況修養道德並沒有固定的老師，所有導向善的
人事物都可以作爲老師。佛陀教導弟子尚且以死
屍、糞穢、毒蛇之類作爲觀修的對境，以此成就
阿羅漢果位的人不計其數，比恆河裡的沙子還要
多。何況像《文昌帝君陰騭文》《太上感應篇》
等這樣能切實培養人的德行修養，使人能夠反省
檢查自己的文章詞句呢？

印祖告訴我們，《文昌帝君陰騭文》《太上感應
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了凡四訓》《俞淨
意公遇灶神記》等善書雖然不是佛經論典，但都
是非常好的教言，我們應該和孩子們一起好好地
學習。通過學習，讓自己和孩子都成爲深信因果
的人。

越是聰明和有才華的人，越是應該好好地學習傳
統文化，增長自己的德行。如果聰明有才卻沒有
德行的話，所有的才能只會用來害人害己；如果
有德行的話，所有的才能都可以用於自利利他。
這就是我們教育孩子及教育學生最重要的原則。

希望大家都能夠牢記印祖的教言，特別是我們在
修身齊家方面，希望每個人都能做得非常好，所
有的孩子都能夠成聖成賢，未來都能夠成佛作
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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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山文殊信仰對唐密重興
之重要意義
【內容摘要】本文論述了五臺山是佛教之聖地，更爲
密教聖地，其文殊信仰對密教之弘揚有著極其重要的
意義，歷史締造的多元、融合與包容的佛教環境，更
使得五臺山具備了唐密重興之殊勝因緣。

【關 鍵 字】五臺山 密教 文殊信仰 唐密重興
 

五臺山位於山西省忻州市五臺縣境內，位列中國佛教
四大名山之首，爲文殊之聖地。與觀音、地藏、普賢
之聖地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四川峨眉山共稱
「中國佛教四大名山」。

五臺山由東南西北中五峯組成，五座臺頂分別供奉五
方文殊：五臺山的東臺望海峯，主供聰明文殊；南臺
錦繡峯，主供智慧文殊；西臺掛月峯，主供獅子吼文
殊；北臺葉斗峯，主供無垢文殊；中臺翠岩峯，主供
孺童文殊。

五臺代表了文殊菩薩之五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法界體性智，也代表了唐密金
剛界之五方佛：東方阿閦佛、南方寶生佛、西方阿彌
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中央毘盧遮那佛。

智廣阿闍梨

唐代敦煌英高窟壁畫 五臺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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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臺山文殊信仰之歷史

《佛說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授記：「爾時世
尊復告金剛密跡主菩薩言。我滅度後於此贍部洲東
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國中有山號曰五頂。文殊師
利童子遊行居住。爲諸衆生於中說法。及有無量諸天
龍神夜叉羅刹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圍繞供養恭
敬。」

《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
山。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
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
中。而演說法。」

《大唐神州感通錄》云：「代州東南，有五臺山者，
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五百里，勢極崇峻。上有五
臺，其頂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
寒，南號清涼山，山下有清涼府。經中明說，文殊將
五百仙人住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
士，多遊此山。靈蹤遺窟，奄然在目，不徒設也。」

據明代釋鎮澄著《清涼山誌》卷四載《五髻仙人傳》
云：「漢明以前，聲教未至，臺山聖境，聞者尚希，
況造者乎。當是時，五百里內，林木茂密，虎豹縱
橫，五峯無路，人跡罕通。其川原之處，皆黃冠所
居。每望五峯之間，祥光煥發，神燈夜流，皆以爲神

人之都。自古相傳，有仙人者，髪結五髻，衣掛三
銖。或獨一無侶，或羣兒相逐，遊行五頂間，望之儼
然，近之則失。或出或入，人莫追尋。或云周時即在
此山，或云莫窮其始。後來人跡漸繁，其出漸少。當
時黃冠，目爲素衣仙。及騰蘭開山後，遂不復現。三
晉異記云。無恤登常山，西瞻紫雲之瑞，疑雁代間有
王氣。因獵於五臺之阿，倏爾雲淡若水，見神人焉。
衣素，容若金，儼若熙若。占之，蔬祭吉，遂罷獵而
返。後寶藏經至，乃知五髻童子，文殊化身也。」

五臺山聖地之地位於佛教中僅次於印度菩提伽耶金剛
座，自古以來就是世界各地諸多高僧嚮往之聖地，印
度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佛陀波利等皆朝聖五臺
山。

永平十一年，天竺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從洛陽來到
五臺山（當時叫清涼山）。以天眼神通觀之，即知此
山乃文殊菩薩演教及居住之地，兼有阿育王所置佛舍
利塔，並在大塔左側，有釋迦牟尼佛所遺足跡。又營
坊村這座山山勢奇偉，氣象非凡，與印度靈鷲山相
似，故二人決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命名爲靈鷲寺，
由當時的漢明帝劉莊加「大孚」兩字，全名即大孚靈
鷲寺（今顯通寺前身）。從那時起，五臺山開始成爲
中國佛教的中心，五臺山的大孚靈鷲寺與洛陽白馬寺
同爲中國最早的寺院。

佛陀波利，梵名Buddha -pa^la，意譯覺護，唐代譯經
家，北印度罽賓國人。聞文殊菩薩在清涼山，於唐高
宗儀鳳元年（676年）朝禮五臺山，遇文殊所化之神
異老翁，點化其重返印度，取梵本《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復來京師。先由唐高宗敕令日照及杜行顗譯之，
譯成之後，置於宮中；後由佛陀波利持梵本往五臺山
西明寺，與精通梵語之僧順貞共譯爲《佛頂尊勝陀羅
尼經》。此譯本流通甚廣，經中所載之佛頂尊勝陀羅
尼，自古靈驗甚多，爲古來密教行者朝夕勤行、超度
亡靈所必誦者。到唐代宗時代，更敕令全國僧尼每日
誦《佛頂尊勝陀羅尼經》21遍，以爲國消災祈福。

現在的五臺山



24Ekayana
圓 護 諸 宗

二、�五臺山文殊信仰與密教之
關係

1.印度密教與五臺山文殊信仰之關係

據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所譯《大乘瑜伽金剛
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中記載，文殊是毘
盧遮那如來之師、金剛界五方如來之師，亦是釋迦牟
尼佛之師，授予甚深密法，故爲一切密法之源。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
云：「是時毘盧遮那如來。則告牟尼世尊及千釋迦
千百億化釋迦言。吾從往昔修持金剛秘密菩提法教
者。是大聖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是吾先師。」說明文
殊乃是毘盧遮那如來傳授密法之師。

經中又云：「又大士曼殊室利言語五仁者。佛說我心
無主身亦無我。名曰摩訶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爲身心
性具足一切法。亦等同於如來智身法身。何以故身
如性相同體無別。常住首楞嚴三昧性三摩地。性淨
清澈。是故如來說善男子亦復如是。如汝五仁大丈夫
便立其名號者。則得隨名解脫於意云何。一者大丈夫
名曰毘盧遮那。身心清淨性智菩提得圓滿是。二者大
丈夫名曰阿閦。身心無動性亦無相。大圓鏡智菩提圓
通是。三者大丈夫名曰寶生。身心平等性智菩提一靜

一性是。四者大丈夫名曰觀自在王。身心清淨妙觀察
智。聖慧通達金剛菩提是。五者大丈夫。名曰不空成
就。身心智量性等虛空形同法界。聖性聖慧成所作
智。自在神通悉地成就一切菩提解脫是。爾時如來說
言。如五仁大丈夫智性。須假大士曼殊室利菩薩金剛
般若慧爲身心主。成就一切法聖智性。能與五仁大丈
夫身心成熟。慧性圓明法滿成就。乃能證得無上正等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曼殊室利大士菩薩。能成
熟五仁大丈夫。五智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同一切諸佛
五智性金剛菩提故。」說明文殊乃是金剛界五方如來
傳授密法之師。

經中又云：「是時釋迦牟尼如來言。吾於過去無量劫
來。修行如是瑜伽聖智諸佛金剛三摩地法秘密菩提甚
深三密如來法教。爾時世尊於祇園精舍。向大道場衆
會之中。告諸菩薩摩訶薩衆。及諸聲聞大梵天王。並
諸天梵衆龍神八部。四衆弟子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吾
從往昔於毘盧遮那世尊。聽受瑜伽秘密金剛菩提三密
三摩地法聖性之教。曼殊室利導引於吾及諸菩薩爲於
上首。令成佛道得阿耨菩提。是故世尊釋迦如來。告
示一切菩薩一切諸天大梵王等。一切天龍八部諸神鬼
衆。一切聲聞四部弟子衆。釋迦牟尼言。吾從因地往
昔以前。向於曼殊室利菩薩初發菩提之心修行三摩地
金剛菩提三密之行。今得成佛號爲釋迦牟尼如來。如
是大會諸大菩薩衆一切梵王諸天梵釋等龍王八部四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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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同共啟請曼殊室利菩薩。與汝大衆爲師上首。
當引大衆總皆成佛。吾於當來末世之時。亦助曼殊廣
化羣品。」說明文殊亦是釋迦牟尼佛傳授密法之師。

2.漢傳密教與五臺山文殊信仰之關係

漢傳密教之三大祖師⸺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
和不空三藏，在唐代翻譯並盛傳密教。密宗認爲文殊
是密宗傳法的源流，有許多密教真言乃文殊所傳。不
空三藏說：「且文殊聖者即諸佛祖師。大悲弘願不取
正覺。大乘引導利樂無期。」[1]又說：「大聖文殊師
利菩薩。大乘密教皆因流演。」[2]可見密法的流傳與
文殊菩薩的關係甚爲密切。文殊信仰貫穿唐代密宗發
展與興盛的全過程，對唐密的弘傳有著舉足輕重的作
用。而唐密祖師開元三大士的生平也都與文殊菩薩淵
源深厚。

開元三大士

善無畏是唐密胎藏界教法的祖師。他在遊歷大唐西境
時，夜有神人告知：「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
保護中州。」[3]意爲：大唐是文殊菩薩的教化之地。
胎藏界教法的根本經典《大日經》是善無畏翻譯的，
他的弟子一行禪師在《大日經疏》卷五中講到了文殊
五使者：

文殊五使者。一名髻設尼。二名優波髻設尼。三名質
多羅。四名地慧。五名請召。於妙吉祥左右次第列
之。蓋各持文殊一智也。髻設尼是髪端嚴義。鄔波是
其亞者。文殊以五髻征表五智。故此使者。亦以美髮
爲名。質多羅是雜色義。其五使者下。各作一奉教
者。皆跪向使者。如承受音告之形。悉是文殊三昧。[4]

據《大毘盧遮那經供養次第法疏》記載，唐代密宗胎
藏儀軌的典範《大日經次第供養法》是善無畏在乾陀
羅國金粟王塔邊爲國王祈請供養方法時，文殊菩薩親
自顯靈賜授的。其文曰：

「此供養法忽現空中。金字炳燃。和上一遍略讀分明
記著。仰空云。誰所造也。云我所造也。云誰我也。
云我是文殊師利也。即喚書人遂便寫取。即與其王一
本。自寫一本隨行將行流通四方也。」[5]

後來的胎藏儀軌都模仿《大日經次第供養法》而造。
金剛智來華弘傳的是唐密金剛界的教法。據《金剛智
行記》記載，是觀音菩薩指點他來中國禮謁文殊師利
菩薩。其文曰：

國南近海有觀自在菩薩寺。門側有尼枸陀樹。先已枯
悴。和上七日斷食行道。樹再滋茂。菩薩應現而作是
言。汝之所學今已成就。可往師子國瞻禮佛牙。登楞伽
山禮拜佛跡。回來可往中國禮謁文殊師利菩薩。彼國於
汝有緣。宜往傳教濟度羣生。聞是語已不勝忻慰。[6]

金剛智篤信文殊，這從他翻譯文殊類經典中亦能了
知。其中有唐密金剛界教法的根本經典《金剛頂經》
中的《金剛頂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另外
還有《宗叡錄》中所記的《文殊瑜伽五字念誦經》一
卷，《金剛頂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宗
叡外錄》中還記有《文殊師利耶曼德迦咒法》一卷
等。這都說明文殊信仰與這位密宗大師關係密切。

而不空三藏則是推動文殊信仰弘傳功勞最大的一位密
宗祖師。他是南天竺獅子國人（今斯里蘭卡），自幼
入唐，15歲時落髮爲僧，法名智藏，拜金剛智爲師，
學修梵文經典。20歲受具足戒，參與譯場，傳五部密
法，開始弘傳文殊信仰。

不空十分注重文殊信仰的弘揚，自己也長年誦文殊
願，亦有文殊顯現的感應，《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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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中云：「討習聲論十二年功六
月而畢。誦文殊願。一載之限。再夕而終……」「入
曼荼羅。對本尊像。金剛三密。以加持。念誦經行。
未踰旬日。文殊師利現身。」

不空精通華語文化，與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並稱
爲中國佛教之「四大譯師」。據圓照《貞元新貞釋教
錄》記載，不空三藏所譯顯密經典共110部，143卷，
其中大部分爲密教經典，爲漢傳密教的建立和弘揚作
出了巨大貢獻。其中，他翻譯了大量文殊類的典籍。

《大正藏》中，直接以文殊冠名的經典有73部，唐代
譯出的有35部。其中，不空翻譯14部，26卷。顯教類
3部，5卷；密教類11部，21卷，爲唐代翻譯文殊類經
典最多之人。

不空翻譯文殊類經典，顯教類爲：《佛說大方廣曼殊
室利經》一卷、《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刹功德莊嚴
經》三卷、《文殊問經字母品第十四》一卷。密教類
爲：《曼殊室利童子菩薩五字瑜伽法》一卷、《文殊
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經金翅鳥王品》一卷、《文殊師
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大
聖文殊師利菩薩贊佛法身禮》一卷、《聖閻曼德迦威
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一卷、《八大菩薩曼荼羅
經》一卷、《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菩薩法》一卷、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一卷、
《五字陀羅尼經頌》一卷、《金剛頂經瑜伽文殊師利
菩薩供養儀軌》一卷、《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
千臂千缽大教王經》十卷。

文殊般若智慧是密宗思想之核心，文殊諸尊的本尊修
法也是密宗之重要修法。

金剛智和不空所譯的《金剛頂經》，是密宗金剛界所
依根本經典，文殊法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不空三藏
尤其重視五髻文殊法的傳譯。五髻文殊法，也稱五字
文殊法，是以五髻文殊爲本尊，念誦「阿、羅、波、

左、那」五字真言，以求聰明智慧之法。此文殊形像
身呈黃色，頂結五髻，以表如來五智。在《金剛頂
經》《大日經》中，圓滿五智象徵五佛，而五佛分住
五方，在胎藏界住蓮花中臺八葉院，在金剛界住須彌
山頂五峯寶樓閣。

不空三藏翻譯文殊經典，傳譯五髻文殊法，對五臺山
文殊信仰之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不空深知五
臺山是《華嚴經》和《佛說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
經》中所說的文殊化現之地，所以，他就把五臺山作
爲密宗之主要道場。

永泰二年（766年），不空三藏上書朝廷在五臺山祈
建金閣寺獲准。由弟子含光主持修建，天竺那爛陀寺
純陀等設計，將該寺建成一座三層九間的大閣，鑄銅
爲瓦，瓦上塗金，故名金閣寺。

五臺山金閣寺大悲殿

金閣寺第一層供奉的是騎著青毛獅子的金色文殊像，
第二層供奉的是金剛瑜伽王像，第三層供奉的是頂輪
王瑜伽會五佛金像，牆上畫的是曼荼羅。此是五臺山
第一座密宗道場。後又修玉花寺和六處普通供養舍
等。不幾年，經過金閣寺住持含光和玉花寺住持行滿
等師徒的開壇灌頂，弘法佈道，利益了廣大衆生，也
培養出了不少密宗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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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密宗在唐代達到極盛，不空三藏功不可沒。他把
弘法與護國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密教之護國思想，不
論是建壇作法，還是譯經傳教，一切佛教活動大多以
護國安民爲中心。在金閣寺等各寺院派僧人爲國家常
轉《仁王護國經》《密嚴經》《法華經》等護國三
經，旨在「上資邦國，息滅災厄」。因而，不空三藏
在玄、肅、代三朝被尊爲「國師」。

爲擴大五臺山文殊信仰的影響，在大曆二年（767

年），不空三藏派弟子含光在五臺山清涼寺造大聖文
殊閣。大曆四年（769年），從五臺山諸寺開始，在
天下寺院的食堂中於賓頭盧上首安置文殊爲上座，普
賢、觀音居於文殊之後。如此，文殊菩薩就居於中國
佛教四大菩薩之首。

不空三藏是唐密祖師，亦是五臺山密宗之開創者。他
借助唐王朝支持，使五臺山文殊信仰得到大力弘揚。
不空三藏圓寂後，其弟子秉承遺志，繼續在五臺山弘
揚文殊信仰，並將之傳揚到四川、廣州、雲南等地。

可以說，不空三藏及其弟子對於五臺山文殊信仰之興
盛和弘揚功垂青史，也將唐密推向了鼎盛。從唐密開
元三大士，尤其是不空三藏一生弘法功業來看，五臺
山文殊信仰與漢傳密教之發展密切相關，五臺山曾是
文殊菩薩、歷代祖師培育的唐密生長壯大的沃土。

3.藏傳密教與五臺山文殊信仰之關係

藏傳佛教認爲五臺山爲文殊菩薩常住之聖地，漢地衆
生是文殊菩薩之所化。故藏傳佛教中極爲重視聖地五
臺山。

五臺山與大圓滿法脈有甚深淵源。大圓滿傳承祖師西
日桑哈（漢族，又音譯爲室利僧哈、師利僧哈，意爲
吉祥獅子）、蓮花生大師、布瑪莫紮等皆曾在五臺山
修行弘法。

《普賢上師言教》講到大圓滿阿底約嘎在人間之起源

傳承，由密主金剛手傳嘎繞多吉，嘎繞多吉傳蔣華西
寧，蔣華西寧傳西日桑哈，西日桑哈尊者有智者嘉納
思紮、大班智達布瑪莫紮、蓮師、大譯師貝諾紮納四
位心子。西日桑哈尊者成就之後長住五臺山直至示
寂，他的法子們求法、修道、依止上師的很多事蹟，
皆發生於五臺山。因爲此一段過往，五臺山與大圓滿
法之延續、發揚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西日桑哈尊者

西元八世紀時，布瑪莫紮尊者（無垢友祖師）應藏王
赤松德贊邀請在西藏弘法十三年。之後來到五臺山，
於賢劫千佛的教法隱沒之前，他將一直以虹光身住在
五臺山，每隔一百年化身去西藏一次，在佛法衰微之
際維繫和弘揚大圓滿法門。若信眼清淨者，便可在五
臺山親見無垢友祖師。

據智慧海王（益西措嘉）所著《蓮花生傳》載，蓮師
從吉祥師子學大圓滿法後，曾到中國五臺山學習天文
曆數。他的上師佛吉祥智也曾立志朝禮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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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派教主八思巴對五臺山情有獨鍾，因薩迦派特別
尊奉文殊菩薩，而五臺山又是文殊菩薩之道場。出於
對文殊菩薩之傾慕，也爲了給忽必烈祈福消災，於西
元 1257年八思巴親往五臺山朝禮文殊聖容，並用千金
鑄爲佛像奉祀於五臺山。八思巴在五臺山住了將近一
年，在五臺山期間，不僅在佛學造詣上大有長進，而
且還創作了讚頌文殊菩薩及五臺山的美妙佳文。

格魯派章嘉國師曾在五臺山靜修，他說：「法王宗喀
巴大師的傳記中說：『宗喀巴大師轉生在五臺山以班
智達的形象出現，上午對許多學經弟子說法，下午對
許多持金剛師講說密法。』所以宗喀巴大師的戲樂化
身一定住在五臺山這裡。」土官活佛問章嘉國師，宗
喀巴大師住在五臺山的何處。他說：「宗喀巴大師在
此並無一定的住處，但是現在大約住在叫慶寧寺的和
尚廟中。」由這些談話看來，章嘉國師不僅在夢中見
過宗喀巴大師的化現身，而且一定親眼見到過宗喀巴
大師。

當代寧瑪派大德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上師也蒞臨朝禮
過五臺山。法王如意寶朝拜五臺山，與大圓滿法日後
的廣弘密切相關。他之前在定境中見到文殊菩薩和布
瑪莫紮尊者共同來迎請，這其中亦自有深意。

《晉美彭措法王傳》中記載，1987年，法王率領一萬
餘僧俗朝禮五臺山。大白塔數度放光，於善財洞親見
文殊菩薩，當下於心中顯現了《上師親見文殊之金剛
歌》。舍利塔前，法王領萬余僧俗至誠同發普賢行
願，文殊菩薩在空中顯現身像。同時空中現出各種咒
語、各色光圈、彩色祥雲等瑞相，大衆親眼目睹了這
些奇景。

法王帶領衆弟子在五臺山住錫一百多天，爲漢藏四衆
弟子傳授了《七寶藏》等諸多顯密深法。並且爲了利
益將來的衆生，將許多伏藏品交付與護法神以種種方
式隱藏於此聖地，待未來時機成熟有緣者來開取，那
時將饒益無邊漢地衆生。

法王如意寶在菩薩頂祖師殿供奉的蓮師像

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上師還在五臺山建造了幾百尊佛
像，其中供奉在菩薩頂祖師殿中央的一尊蓮師像，法
王尤其重視。這尊蓮師像的心口放了一尊小小的伏藏
品蓮師⸺此像由華智仁波切和麥彭仁波切親自加持
過，具有不可思議的加持力。列繞朗巴大師取出這尊
蓮師像時，佛像開口說：「我與蓮師無二無別。」法
王如意寶親口預言：「如果我們能在菩薩頂塑一尊莊
嚴的蓮師像，同時在其他寺院也塑許多蓮師像，以後
無上密法就會在漢地廣弘，並進而在全世界廣弘，無
量衆生將得到解脫。」 

4.日本、韓國與五臺山文殊信仰的關係

文殊信仰向日本的傳播

西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兩個半世紀裡，日本先後
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向大唐學習求取內外經
教及傳戒。在這個過程中，唐密教法、文殊信仰等殊
勝法流及漢唐文化大量傳入日本。以傳教大師最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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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法大師空海等日本留學僧爲代表的「入唐八家」不
畏艱難險阻，取得真經回國，把唐密的法流傳到日
本，後在日本漸漸發展爲天台密教和真言密教兩大流
派，一千兩百餘年以來，傳承不絕，興盛不衰。而五
臺山作爲當時密教、天台宗的教學中學，成爲日本各
宗入唐留學僧朝拜、巡禮的首選聖地，五臺山文殊信
仰也在日本普遍流傳。

從歷史上來看，日本與文殊菩薩亦有甚深因緣。日本
佛教徒入唐時曾流播關於聖德太子爲中國南嶽慧思和
尚托生轉世的故事。南天竺僧菩提仙拿入日傳戒謁見
日本天皇時，也說了赴日前朝禮五臺山的經歷：（菩
提）遙聞支那五臺山文殊師利靈應，發本朝，駕小舟
入唐，即等五臺山，山中逢一老翁，問曰：「法師何
之？」提曰：「山頂拜文殊。」翁曰：「文殊不在
也，現托生日本國。」語已翁不見。提乃赴本朝。[7]�

這個故事暗示了日本天皇就是五臺山文殊菩薩的化
身。於是，爲了尋日本佛教血脈之根，引進文殊信
仰，日本「白璧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
唐，禮五臺山學佛法」。[8]

編於西元810―823年的《日本靈異記》，也記述了
「中國五臺山文殊菩薩即日本國奈良時代僧人行基」
的佛教傳說。另有記載，靈仙與空海、最澄同時入
唐，由憲宗皇帝賜予三藏稱號，靈仙是入唐求法的日
本僧人中最爲傑出的人物之一，但遺憾的是過早圓寂
於五臺山南臺靈境寺，未能達成求法回國的願望。

天台宗繼傳教大師最澄之後，慈覺大師圓仁亦入唐十
年，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用日記體的形式詳
細記錄了瞻禮五臺山文殊菩薩的見聞，還著有《入唐
新求聖教目錄》，其中文殊類經典最多，以不空譯籍
爲主，共十五部。圓仁還把《清涼山略傳》在開成
四年（839年）帶回日本。之後還有圓覺、慧萼、慧
雲、宗叡等入唐僧都曾追隨靈仙足跡，朝禮五臺，學
修文殊信仰。

到宋代，前往五臺山瞻仰文殊聖跡的有奝然、寂昭、
成尋、戒覺等。奝然帶回日本宋太宗所賜《開寶敕版
大藏經》481函5048卷、新譯經典41卷，回國後還向
朝廷奏請在京都嵯峨愛宕山模仿五臺山建造了五臺山
清涼寺。成尋著有《參天台五臺山記》。

到五臺山求法的日本僧人，還有寬建、寬補、超會、
寬延、澄覺等。他們把五臺山文殊信仰帶回日本，使
文殊信仰在日本生根、開花、結果。

日本有許多模仿五臺山修建的寺院，如：茲賀縣比叡
山延曆寺文殊樓、京都市嵯峨五臺山清涼寺、京都府
九世戶天橋山智恩寺、高知縣五臺山金色院竹林寺
等。

在日本國內有許多保存完好的「五臺山文殊」佛像，
呈現著當年「五臺山文殊」造像盛行之歷史。而「入
唐八家」迎請珍藏於日本之文殊類經典儀軌多達80多
部，在真言宗醍醐派經軌論疏秘記口訣之匯總《醍醐
乳味鈔》二十五卷中文殊法也多達40多個。

文殊信仰向韓朝的傳播

韓朝的佛教，也是由我國傳入的。從《廣清涼傳》的
記載來看，千缽文殊在宋之前就傳到了韓朝，密宗的
影響也滲透到各個宗派中。

五臺山文殊信仰在韓朝廣爲流傳，來五臺山朝拜求學
的韓朝留學僧歷史上也有很多，他們回國後大力弘揚
文殊信仰，還仿效中國五臺山，把本國的白頭山大根
脈也叫做五臺山。

到中國五臺山巡禮求法的著名韓朝僧人有：慧超、行
寂、崇濟、郎智等。其中，慧超還成爲不空三藏「六
哲」弟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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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臺山文殊信仰的多元與
包容

五臺山爲漢藏佛教交融之處，是中國惟一一個青廟、
黃廟交相輝映的佛教道場，漢、蒙、藏等民族在此和
諧共處。

五臺山之佛教寺院按傳承不同，分爲青廟和黃廟。青
廟爲漢傳佛教寺院，僧侶大都爲漢族，一般穿青灰色
僧衣，稱青衣僧；黃廟屬於藏傳佛教。五臺山藏傳佛
教均屬宗喀巴大師創立的格魯派，信教喇嘛均穿黃
衣，戴黃帽，稱黃衣僧。明永樂年間，五臺山始有青
廟改成黃廟。清康熙時，敕令將羅睺寺、壽寧寺、三
泉寺、玉花池、七佛寺、金剛窟、善財洞、普庵寺、
臺麓寺、湧泉寺等10寺改爲黃廟。於是，青衣僧改爲
黃衣僧，漢喇嘛由此產生。五臺山有黃廟8處，即菩
薩頂、羅睺寺、廣仁寺、萬佛閣、鎮海寺、廣化寺、
觀音洞、上善財洞。

關於漢藏密教之融合，第十五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有一
則預言授記：

噶舉派嘉察仁波切說，在第十五世大寶法王之時，曾
有一不丹弟子送第十五世大寶法王一個日本的象牙雕
刻，上刻佛陀成道故事。當時大寶法王看到這個象
牙，聽說有日本這麼一個島國，佛法非常興盛，他當
時非常驚訝，在這麼遙遠的一個地方佛法居然這麼昌
隆，因此他非常高興，花了三天的時間修法誦經回向
發願。他授記說，在未來，如果日密（唐密傳承）與
藏密結合之時，世界上的佛教將會融合與興盛。

結語

唐密是中國唐代漢傳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自印度傳
入大唐，在中華佛教史上曾寫下輝煌的篇章，尤其是
對國家的內外安定、民生安樂曾起到重要的作用。唐

密也流傳到了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千百年來慈
悲護佑了各國人民。

尤其在五濁末世，准提法、藥師法等佛陀特別爲末法
時代而傳授的殊勝教法是利益衆生最好的甘露妙藥，
而密宗教法中最殊勝的即身成就之捷徑道，是救度衆
生解脫成佛之光明聖道。唐密重興乃衆生渴仰之福
祉，實爲三寶子弟理應肩荷之使命！

雖然，千百年來因歷史原因，唐密教法在中華大地法
流衰微，但並沒有完全失傳，更沒有滅絕。在今天漢
傳的寺廟裡，早課之首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晚
課之蒙山施食，還有瑜伽焰口等都是真言密教的殊勝
法要，許多唐密修法如穢跡金剛法、准提法等都傳承
了下來。  

近百年來致力於唐密回傳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作不懈的
努力，念念不忘唐密法乳之恩的日本真言密教、天台
密教諸高僧大德們也以手捧法流之姿真誠回應著當今
華人佛子東渡求法的赤誠之心。唐密回傳之內外因緣
正在成熟。

當前，與唐密傳承密切相關之漢傳密教、日本密教
（東密、台密）與藏傳密教皆呈欣欣向榮之勢，故知
唐密之重興在望。

五臺山堪稱佛教之第二聖地，其地位僅次於印度菩提
金剛座。從開元三大士與五臺山文殊信仰的密切關係
可以看出，五臺山有曾經孕育滋養漢傳密教達致鼎盛
的歷史淵源，五臺山文殊信仰作爲漢傳密教的重要法
流也隨著唐密的東渡，在日、韓等國弘揚不衰。五臺
山文殊信仰對密教的弘揚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歷史
締造的多元、融合與包容的佛教環境，更使得五臺山
具備了唐密重興的殊勝因緣。願密教的融合與昌隆使
正法久住，廣利衆生，並祈願唐密以五臺山文殊道場
爲殊勝緣起，在中華大地弘揚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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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淺見，抛磚引玉，懇請各位高僧大德， 一起努
力，以開放的心胸互相交流、學習，促使佛法的復
興，利益一切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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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在西安青龍寺“惠果祖師爲空海大師傳法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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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因智廣阿闍梨受邀參加「文殊信仰暨
能海上師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的緣起，
阿闍梨的部分弟子有緣相聚清涼山，追本溯源，
在論壇結束後跟隨智廣阿闍梨朝拜和參訪了五臺
山的部分聖地。

文殊信仰論壇拉開追溯唐密之
旅
2016年8月25至27日，智廣阿闍梨應邀參加了在
五臺山萬豪國際酒店舉辦的《文殊信仰暨能海上
師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並在文殊信仰
分論壇活動中作了《五臺山文殊信仰對唐密重興
之重要意義》的論文宣講。   

 

智廣阿闍梨的論文主要論述了五臺山不但是佛教
聖地，更是密教聖地；其文殊信仰對密教弘揚的
重要意義；歷史締造的多元、融合與包容的佛教
環境，更使得五臺山具備了唐密重興的殊勝因
緣。

阿闍梨在分論壇上宣導仁人志士爲唐密重興共同
努力，以開放的心胸互相交流學習；祈願唐密能
夠以五臺山文殊道場爲殊勝緣起，在文殊菩薩的
殊勝加持、能海大師的願力護念下，在中華大地
弘揚重興；祈願密教的融合與昌隆使正法久住，
廣利有情。

⸺唐密重興的吉祥緣起
記者　常冬雲

智廣阿闍梨參加文殊信仰論壇

智廣阿闍梨贈送頓願法師佛像色紙一套   智廣阿闍梨和頓願法師親切交流   

 清涼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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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音寺參訪
27日上午，論壇閉幕式結束後，智廣阿闍梨在靜
音寺頓願法師的邀請下來到靜音寺參訪。在交流
中，頓願法師表示非常認同和讚歎智廣阿闍梨的
弘法理念和方式，更是對阿闍梨在弘法利生事業
中所付出的心血表示隨喜讚歎。

智廣阿闍梨在交流中亦得知，頓願法師一直秉持
「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的弘願，
在傳承教證二法、培養弘法人才的同時，提倡人
間佛教的理念，積極推廣佛法與生活緊密結合，
阿闍梨也表示隨喜和讚歎。

頓願法師也認爲漢藏佛法更好的融合將會利益更
多的衆生及更好地傳承教法。法師同時也非常真
誠地祈請智廣阿闍梨以後能到靜音寺指導大家學
習，帶給大家更多古聖先賢的智慧。

朝拜上善財洞和清涼屍林
大圓滿祖師西日桑哈亦是唐密與藏密融會貫通、
相容並蓄的一位歷史典範。

根據《清涼山上》一書引用藏傳佛教的歷史記
載，西日桑哈是唐代初期的漢族人，曾在漢地菩
提樹寺跟隨哈芮巴拉學習通曉了五明，接著到五
臺山跟隨貝拉格底上師用了7年的時間修學了完

整的外密和內密續部（在唐代五臺山所流傳的應
該屬於唐密的法流，而且具足了外密和內密），
並在五臺山受持比丘戒33年。後在大悲觀世音菩
薩的授記下，前往印度依止了蔣華西寧學修大圓
滿25年，最後又回到五臺山，在這裡攝受弟子廣
傳密法。大圓滿祖師嘉納思紮、布瑪莫紮都是在
這裡依止西日桑哈，得到了大圓滿教法。而被尊
爲藏傳佛教根源的蓮花生大師亦是西日桑哈的四
大弟子之一。

上善財洞是大圓滿歷代傳承祖師閉關過的地方，
西日桑哈、嘉納思紮、布瑪莫紮、蓮師、善財童
子在此見到文殊菩薩。1987年法王如意寶帶領萬
名四衆弟子朝禮五臺山時曾在此閉關21天，並於
光明境界中親見文殊菩薩。

而上善財洞旁邊的清涼屍林和印度的八大屍林有
同樣的功德，更是聖地中的聖地。比如嘉納思紮
依止西日桑哈二十幾年，最主要是在清涼屍林。
由於西日桑哈尊者成道後，長期在五臺山安住，
直至在清涼屍林示寂。他的法子們求法、修道、
依止上師的很多事蹟也發生在這裡，因爲這樣甚
深的因緣，五臺山與藏傳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
繫。

28日上午，智廣阿闍梨帶領弟子們朝禮了這兩個
殊勝的聖地，並帶領弟子們在上善財洞前進行了智廣阿闍梨和頓願法師親切交流   

上善財洞法供養   朝禮清涼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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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修法、蓮師祈請文、願海精髓、文殊大圓
滿基道果無別之發願文、普賢王如來願文等殊勝
法供養，最後一起唱誦《普賢行願品》進行了回
向，祈願漢、藏密教融合與昌隆，唐密重興，正
法久住，利益有情。

清涼屍林裡溪流蜿蜒，蒼松翠柏寂然安立，道友
們掛起了帶來的經幡，五彩的經幡隨風飄蕩在翠
綠如煙的林中，在利益有緣衆生的同時，也將爲
道友們帶來吉祥和功德。

參訪唐密祖庭——金閣寺
28日下午，智廣阿闍梨帶領弟子參訪了五臺山的
唐密祖庭金閣寺。金閣寺是唐密祖師不空三藏上
書朝廷祈建，是五臺山的第一座密宗道場。後住
持含光開壇灌頂，弘法佈道，利益了廣大衆生，
也培養出了不少密宗高僧。著名日本高僧靈仙三
藏也在唐憲宗元和年間朝拜、駐錫過金閣寺，在
這裡求法修道，後寂化於五臺山。

西元840年，一位從日本入唐求法的天台宗僧
人圓仁（慈覺）大師曾到這裡朝拜，他描述：
「……開金閣，禮大聖。文殊菩薩騎青毛獅子，
聖像金色，顏貌端嚴，不可比喻。」可見當時供
奉的是文殊菩薩，但是現在金閣寺主殿爲大悲
殿，主奉不是文殊菩薩而是千手觀音菩薩。經智
廣阿闍梨講解，此千手觀音菩薩是因爲築像時處
明嘉靖元年，爲戰亂之後，當時哀鴻遍野，更需
要救苦救難，此千手觀音菩薩其本體與文殊菩薩
無二無別。

智廣阿闍梨在金閣寺大悲殿帶領弟子們參拜了
五臺山最大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向衆弟子
傳授並共修了《唐密佛前勤行次第》儀軌作爲
法供養。金閣寺是漢傳密宗的祖庭，迄今仍然是
五臺山的十大青廟之一。無論是寺廟建築的古韻
雄風，還是道場宗風的清淨莊嚴，這裡仍然令每
一個到來的人肅然起敬，不禁遙想起千年祖庭盛
唐時的輝煌功勳。這次智廣阿闍梨帶領弟子們在
唐密祖庭唱響了一千多年前的唐密法要，一種像

清淨莊嚴的金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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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家鄉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家鄉的感慨憧憧於
胸，在一聲聲對諸祖師和佛菩薩聖號的虔誦中，
很多弟子都不由自已地淚濕滿襟。

金閣寺大悲殿傳法、共修

金閣寺的住持廣濟法師接待了智廣阿闍梨，並作
了關於密法傳承、金閣寺歷史等情況的探討和交
流。廣濟法師的言談輕鬆幽默，雖然是帶著重
重的山西口音，但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獲益匪
淺。

廣濟法師看到智廣阿闍梨的論文後非常感慨，讚
歎阿闍梨有學問、有福報、有大智慧。然後自謙
地說：「我沒有文化，我只會給佛菩薩看好門。
給菩薩看好門也是法門，八萬四千法門之一。我
的任務就是給佛菩薩看好門啊。」法師在世道的
變遷中「給佛菩薩看門」，一看就是三十一年，
一直忠心地守護著這座清淨殊勝的道場。智廣阿
闍梨對廣濟法師嚴持戒律、樂善好施、維護道場

清淨、堅持相容並蓄的宗風表示讚歎和隨喜。

忻州文殊禪院寶篋印陀羅尼塔
開光
29日上午，智廣阿闍梨和忻州文殊禪院的住持中
道法師共同主法爲文殊禪院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
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塔進行了開光加持。

《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是
唐密教法中的一部重要經典，其中開示了一切如
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塔的殊勝功德。

忻州文殊禪院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
羅尼塔，是山西弟子們爲回應智廣阿闍梨發心在
世界各地興建84000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弘願，也
爲實現唐密重興的百年夢想，在文殊禪院住持中
道法師的帶領下，於山西境內修建的第一座寶篋
印陀羅尼塔，緊鄰佛教聖地五臺山，具有非常特
殊的意義。這座塔的造型跟日本比叡山延曆寺所
建寶塔的尺寸、外觀一模一樣，完全是依照智廣
阿闍梨2012年在日本天台密教的祖庭延曆寺所得
到的圖紙而建造的。

由此寶塔建造的因緣，在五臺山朝拜的這幾日
中，又陸續促成了好幾座寶塔在五臺山建造的因
緣。願此殊勝的寶塔永佇五臺山，護佑國土百
姓，利益無邊衆生。

清涼聖地傳承殊勝教法
27日、28日兩晚，智廣阿闍梨應來自太原、上
海、廣州、內蒙等地道友的祈請，開示了寶篋印

智廣阿闍梨和中道法師共同主法

智廣阿闍梨爲寶塔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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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塔的功德、藥師法門的功德、修行的次
第等，並傳了皈依、文殊修法、開顯解脫道等修
法。對部分有緣弟子還傳授了殊勝的文殊菩薩化
身護法廣濟龍王尊五爺供讚略軌的修法。

智廣阿闍梨的傳法涵蓋了唐密、藏密、顯宗等教
法，能在殊勝的文殊道場接受如此殊勝的教法，
大家都法喜充滿，塵勞疲倦都在阿闍梨的智慧甘
露中蕩然消散。

智廣阿闍梨還開示，五臺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
場，文殊師利菩薩是諸佛的老師，也就是各派教

法共同的老師。文殊信仰貫穿藏密和唐密發展與
興盛的全過程，對藏密、唐密的弘傳有著舉足輕
重的作用。五臺山是漢地密教興盛的發源地，也
是諸多大圓滿傳承祖師居住、修行並獲得成就的
地方，也是文殊信仰傳播到日本、韓國等地的源
頭。五臺山相容並蓄、包容開放的寬厚精神與智
慧爲唐密重興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緣起。

智廣阿闍梨五臺山之行雖然行程緊張，駐留時間
不長，也沒有朝拜很多地方，但也是極其殊勝
的，其中種種的善妙和瑞相都將成爲唐密重興事
業的吉祥緣起。

五臺山朝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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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有時候感覺祈禱了
也不靈呢？
智廣阿闍梨答：
靈不靈，不能用你的標準去衡量。事實上，當你發出祈禱的時候，佛陀

的回應就已經來臨，而且一定是最及時、最適合你的，但不一定是符合

你心意的，這點大家要明白。

千萬不要認爲沒有實現自己的心願就是不靈，其實你的心願不一定是對

你有好處的。就像小孩子要吃糖，你一定要給他糖吃嗎？有智慧的父母

是不會滿足孩子所有願望的，有智慧的老師也是如此，何況是佛呢？你

其實不知道什麼是對自己最有好處的，但佛是知道的，因爲佛是遍知。

所以，佛會給你最適合你的加持，你要相信這一點。

佛對衆生的加持，是怎樣能真正對衆生暫時與究竟的利益有好處，就怎

樣加持。而不是順著你的意，完全滿足你的我執。

如果你的心願總是在鞏固我執，希望實現自己的妄想，那是跟生命的覺

醒和覺悟完全背道而馳的。你要迷惑，佛要讓你覺悟，你說佛能全滿你

的願嗎？ 

所以，不管有什麼結果，你都要堅持念經、堅持修法、堅持祈禱，然後

坦然接受一切，堅信一切都是佛菩薩最好的安排。千萬不要想著「爲什

麼還不靈？爲什麼還沒實現心願？」如果這樣想，就是把心跟佛的加持

力隔開了，這是很多人常有的錯誤想法。其實，當你這麼想的時候，就

真的不靈了。爲什麼呢？因爲有懷疑的心。

大悲咒有無窮的功德，爲何一些人念了沒有效果？《千手千眼觀世音菩

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裡面說到了原因：「唯除一事，於咒

生疑者。」只因爲有懷疑，所以就得不到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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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ed by Acharya Zhiguang:
Whether or not your prayers are responded should not be judged by your 
standard. In fact, the Buddha’s response reaches you the instant you start 
praying in a most efficient and suitable way, unnecessarily a way that you 
want. We must understand this.

Never think that the prayers are useless because our wishes are not fulfilled. In 
fact your wishes are not necessarily all good for you. Just like young children 
keep asking for candies, do you have to give to them? Those wise parents will 
not fulfill all of their children’s wishes, nor the wise teachers to their students, 
not to mention the Buddha to his followers. You actually don’t know what’s 
best for yourself. But the Buddha knows it because he is omniscient. So you 
must believe that the Buddha will bless you in a way that suits you the best.

The blessings from the Buddha are given for the temporary and ultimate 
benefits to all sentient beings, not to follow your wishes and satisfy your ego.

If your wishes are always to strengthen your ego with the hope of realizing 
your delusions, they are only leading you to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awaken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life. Do you think the Buddha will satisfy all 
your wishes while you are seeking out for delusions yet the Buddha is trying 
to enlighten you?

So, you need to persist in reading the sutras, practicing, praying, and accepting 
everything calmly by believing this is the best outcome blessed by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Never wonder "Why my prayers are not responded? Why 
my wishes are not fulfilled?". If you think that way, you’re separating your 
mind from Buddha’s blessings. This is a commonly mistaken thought for 
many people. Actually when you really think this way, your prayers are not to 
be responded for real. Why? Because of the doubts in your mind.

The Great Compassion Mantra has infinite merits. But why some people end 
up with nothing by chanting it? The reason for this is mentioned in the Sutra 
of Thousand-Handed and Thousand-Eyed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s Vast, 
Perfect, Unimpeded, Great-Compassionate Heart Dharani as follows: "The 
only exception is to those who have doubts in the Mantra." It is because of 
their doubts that they don’t receive the blessings.

Why my prayers are not 
responded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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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祈りしても全て応えて
くれないと感じるのはな
ぜですか
智廣阿闍梨回答：
応えてくれるかどうかは自分の標準で判断す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ん。実際は、
祈願をした時に既に佛様の応えを頂きました。しかも、即刻かつもっともあ
なたに適用するものですが、自分の満足できる応えではない可能性があるこ
とについては心の準備が必要です。

自分の気持ちに応えられなかったら霊験ではないとの判断は間違っていま
す。自分が希望した事は自分に対して100％有利とは言えませんのです。例え
ば、子供が飴を食べたかったら親としては全て満足させてあげることができ
るのでしょか。知恵のある父母は子供に対してすべて応えてあげないと思い
ます。先生もそうだと思いますが、佛様も言うまでもないでしょう。自分は
自分に対して一番利益のある方法が分からない時がありますが、佛様は遍知
ですので、全て分かっています。だから、佛様にあなたに対して一番相応し
い加持をしてくれる事を信じて下さい。

佛様は衆生に対して、その加持が如何に衆生の一時的に、また究極的な利益
になる事になります。ただあなたの意に従って、あなたの我執に満たすでは
ありません。

もし、あなたの希望はただ自分の我執を強固にし、自分の妄想を満足するた
めのものなら、生命の覚醒また悟るのとは完全に逆方向となります。あなた
は惑う時に、佛様はあなたに覚悟をさせるためにあなたの希望に全て応える
わけ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ですから、どんな結果になっても、読経し、修法し、祈願することに努力し
続けて、一切の物事を平然と受け入れ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全ては仏菩薩の
最も良い応えです。なぜ霊験ではなく、なぜ気持ちを満たさないと思わなく
ていい。そうでないと、自分の心と佛様の加持を隔てるのです。これは皆さ
んよくある考え違いことです。本当にこのように考えると応えが得られなく
なります。その理由は疑う心を持ったためです。

大悲心陀羅尼は無上な功徳があり、なぜ唱えても全ての人に効果が出るわけ
ではないのかというと、『千手千眼観自在菩薩広大円満無碍大悲心陀羅尼
経』の中にその原因が解かれてあります。｢一つだけ除く、それは咒に疑を持
つ者｣。疑いを持つ事からこそ加持を得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2016年7月15日，香港佛教聯合會沙田活動中心，惠風和
暢，禪音悠悠，由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
舉辦的香港首屆「快樂禪⸺天台止觀禪修營」如約而
至。晚上7:30，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終
身名譽會長、指導上師智廣阿闍梨，身著莊嚴的法衣步
入法堂，攜廣東、深圳、香港等地的四十多名弟子，在
此舉行了開營儀式。這也是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繼新加坡
禪修營與臺灣學修營之後，在香港的首次天台宗止觀禪
修的傳講與實修引導。

針對現代人忙碌無暇的生活節奏，此次禪修營只是進行了
7月16日一整天，但是內容卻非常地詳實豐富，傳承更是
無比地殊勝。這一來自智者大師的證悟傳承⸺天台止
觀坐禪，是智廣阿闍梨將自己在中國天台宗學修中所獲精
華，與日本天台宗比叡山行院的修法傳承相結合而來。

營員們手捧阿闍梨親自編輯的融匯了天台宗精華要義以
及作法儀軌的禪修法本，無不生起殷重之心。

習快樂禪修
                       證快樂無憂 
「快樂禪——
                       天台止觀禪修營」 

記香港第一屆

記者　宋軒　毛定可

智廣阿闍梨教授快樂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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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命名爲「快樂禪」呢？

法本的封面設計時
尚且富有禪意，三
個萌萌噠的小和尚
小臉微紅，小眼微
張，左手摸頭好像
在參究佛法，每人
右手一隻氣球，
分別寫著「快」
「樂」「禪」三個
字。精粹厚重的智
慧傳承，融合著輕
鬆時尚的現代氣
息。「快樂禪⸺天台止觀禪修」令參營道友們心馳神
往。

開營式上，智廣阿闍梨再次提出「輕鬆修行，快樂成
佛」的理念，禪修即是我們實踐這一修行理念的方法之
一，可以爲我們帶來暫時與究竟的快樂。四祖道信大師
說：「快樂無憂，故名爲佛。」阿闍梨希望大家通過這
種禪修方式，早日獲得證悟，達至「快樂無憂」之境。

爲什麼選擇天台止觀的禪修方法
呢？
佛陀在《法華經》裡講：「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擁有了「定慧力莊嚴」這
種功德，方可以擁有自利利他的能力。那麼這種功德從
何而來呢？

智廣阿闍梨開示⸺可從修習「止觀」而來。修「止」
可獲得「定」的功德，修「觀」可獲得「慧」的功德。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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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智者大師將止觀比喻爲「車之雙輪，鳥之兩翼」，
不可偏墮於任何一邊。所以說，止觀二法「合則雙美，
離則兩傷」（出自寶靜法師《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
述》）。如果偏修禪定而不學智慧，則不免落入愚癡的
「枯定」；如果偏學智慧而不修禪定，則容易成爲「狂
慧」，終無所獲。

智廣阿闍梨在三十多年的學修中，跟隨衆多善知識學習
了很多清淨傳承的禪修方法，但阿闍梨認爲「天台止
觀」的理論和實踐透徹完備，禪修體系總結得全面系
統，完美地體現了天台宗「教觀並重」的獨特魅力。
通過阿闍梨的次第講解，參營者認識到，一切修行的法
門最終都可以歸結爲「止」和「觀」。通過系統學習天
台止觀，可以獲得暫時和究竟的快樂。

能不能劇透一點傳講的內容？
智廣阿闍梨開示，天台止觀是佛教當中一個非常殊勝的
法門。被稱爲「東土釋迦」的天台智者大師將止觀方法
分爲四種：圓頓止觀、漸次止觀、不定止觀和小止觀。
而無論哪種止觀，要修行成就最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具
備「二十五種方便」，即修行的前行。前行就是爲正行
作準備的，甚至比正行更重要。如果做好準備工作，正
行會事半功倍。智者大師將止觀的前行準備工作分成五
大類：具五緣、訶五欲、棄五蓋、調五事、行五法，每
一類又分別有五種法門，所以一共是二十五種準備。這
二十五種準備都做圓滿了，才算是前行做好了。

「快樂禪」法本

41Ekayana
一 乘 要 聞



那他們現場是怎麼「修」的？

智廣阿闍梨帶領諸弟子反復進行實修，首先傳授了上座
和下座的準備修法，以期達到「身安道隆」。然後又步
步深入地詳細講解了「數、隨、止、觀、還、淨」的
「六妙門」殊勝修法，帶領諸弟子輪番進行了繫緣守境
止⸺心繫鼻端、臍間的修止，以及無所緣的修止體
驗。又引領大家進行了體真止以及六根中眼根和耳根的
觀修方法。對治多尋思的數息觀比較適合初學者，阿闍
梨每座都耐心引領學員們修習；而觀諸法實相的正觀，
阿闍梨也慈悲傳授給了學員。通過阿闍梨在實踐中講解
實修原理和要點，道友們都真實體驗了止觀禪修帶來的
身心喜悅。

智廣阿闍梨還慈悲地傳授衆弟子禪修時不受魔擾，並可
以得到保護的竅訣⸺隨身佩戴首楞嚴神咒，還特別贈
送給每位道友一個「首楞嚴神咒」的掛件。衆弟子個個
歡喜踴躍，無比感恩！

在整個禪修營過程中，智廣阿闍梨反反復復強調六字禪
修要訣：放鬆、專注、覺知。 這六個字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已經涵蓋了一切禪修的要點。

智廣阿闍梨開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可以禪修，即所
謂「歷緣對境修止觀」。同樣的，也應該時刻記住「放
鬆、專注、覺知」六字要訣，並去運用。

放鬆，是所有禪修的前提。凡夫只要內心有執著，就會
緊張，就不能放鬆；只有執著消除了，緊張才能全部消
除。所以「放鬆」是一種很高深的修行，要不斷練習。
專注，就是「止」的修法。覺知，就是「觀」的修法。 

智廣阿闍梨告訴弟子們，生活中處處可以禪修。看一朵
花，可以禪修；品一杯茶，可以禪修；聽任何聲音，都
可以禪修。總之，眼耳鼻舌身意對應色聲香味觸法，都
可以禪修，隨時隨地都可以禪修。 智廣阿闍梨還特別傳
授了「一分鐘解脫法」，讓大家學會在煩惱和情緒生起
時如何進行禪修，從而使煩惱得到解脫，化爲菩提。

【首楞嚴咒佩戴功德】
若讀若誦若書若寫，若帶若藏諸色供養，劫劫不
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此諸衆生縱其自身不作福
業，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

從無量無數劫來，所有一切輕重罪障。從前世來
未及懺悔，若能讀誦書寫此咒身上帶持。若安住
處莊宅園館，如是積業猶湯消雪，不久皆得悟無
生忍。

（出自《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
楞嚴經》）

智廣阿闍梨贈送弟子們加持品「首楞嚴咒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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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的快樂分享和提問

有沒有分享和答疑呢？ 
我心中疑問好多……
16日晚上最後一節課，智廣阿闍梨和禪修營學員們進行
了互動。學員們積極踴躍地分享了禪修的心得，也提出
了自己的疑問和困惑，阿闍梨的智慧解答，令學員們收
穫頗豐。

阿闍梨其中的一次解答非常有代表性。阿闍梨開示，其
實禪修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只要有興趣就可以，無
論根基深淺，每個人都能獲得相應的利益。而修法最重
要的是不斷串習，並不一定是每一座都要修很長時間。
要不斷地修，一天修很多次，時時刻刻保持覺知，這才
是關鍵。阿闍梨的回答消除了一位廣州道友對禪修的誤
解⸺之前她以爲坐禪是上等根器的人才可以的，並且
需要長時間在寂靜中進行。阿闍梨的講解讓這位學員豁
然開朗，她分享禪修後感覺很快樂，阿闍梨笑著說，所
以這叫「快樂禪」啊！

有位來自香港的學員分享：雖然禪修僅僅一天時間，但
他感覺非常殊勝，收穫很大，體會特別深的是專注力明
顯得到很大提升。

香港首屆「快樂禪⸺天台止觀禪修營」圓滿結束了，
衆弟子不僅獲得了「禪悅食」和「法喜食」，也更增上
了對天台止觀修法、對傳承祖師和對自己的信心。結營
式上，智廣阿闍梨不斷殷切囑託衆弟子：要發菩提心，
要精進，要保持放鬆、專注、覺知。弟子們無比感恩阿
闍梨的慈悲教導，紛紛發願信受奉行。

禪修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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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音東渡——日本醍醐寺國寶展

東渡的梵音 重現長安
2016年7月27日上午9時，陝西歷史博物館東展廳內梵
音嫋嫋，莊嚴清涼。在日本醍醐寺僧人不絕如縷的誦
經祈福聲中，「梵音東渡⸺日本醍醐寺國寶展」正
式拉開了帷幕。

「梵音東渡⸺日本醍醐寺國寶展」由陝西省文物局
主辦，由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總本山醍醐寺、日本獨立
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陝西歷史博物館和上海博
物館承辦，由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市青龍寺遺址保管
所、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市博物院協辦。本次日本
醍醐寺國寶是繼德國展出後第二次走出國門，在中國

有兩站：第一站是上海博物館，已經圓滿結束；第二
站是陝西博物館，展期至9月22日。

日本真言密教源自中國唐朝時期的漢傳密教。
一千二百年前，弘法大師空海正是從長安青龍寺這個
密教祖庭，在惠果阿闍梨的傾囊相授下，將密法傳揚
至日本。如今密法瑰寶滿含衷腸，在醍醐寺座主仲田
順和大僧正的護送下衣錦還鄉，其中的深刻含義不僅
僅是一次文物展覽。正如西安青龍寺現任住持寬旭大
和尚所言：對於我們佛教而言，這些不僅是文物，更
是聖物和法物；這不僅是一次文化交流，更是東渡重
洋的漢傳密教重返故里、回傳中華的開端。

記者　常冬雲

「梵音東渡」
日本醍醐寺國寶展西安行

千年之約　夢圓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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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深意和緣起，不僅蘊含在來自醍醐寺的
60餘件寶物裡，也呈現在醍醐寺僧衆於展廳莊
嚴佈置的大壇前的祈福法會上，更體現在跟隨
仲田順和座主來到祖庭青龍寺朝拜的華人阿闍
梨智廣中僧正的身上。承接了日本真言宗醍醐
派三寶院流和恵印法流法脈傳承的智廣阿闍
梨，中國浙江寧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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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河南大准提寺和無錫顯雲寺顯密講修院院
長，自2004年東渡日本學修真言密教和天台密
教，均獲傳法灌頂阿闍梨位，並成爲首位獲得真言宗
醍醐派中僧正僧階和首位通過日本天台宗法華大會廣
學豎義考試的中國大陸人士。

在朝禮青龍寺的過程中，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引薦智
廣阿闍梨拜見寬旭大和尚，三位法師在青龍寺前親切
合影。寬旭大和尚並與智廣阿闍梨於次日單獨會面，
就「東渡的梵音」如何回傳、重興於華夏大地這一偉
大的歷史使命，雙方作了深入的探討和共同的發願。

密藏宗風，訴說法脈源
來故鄉
西安的展覽較上海「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藝術珍寶
展」稍有不同，本次展覽內容分爲四個部分（上海展
區只有前三個部分，欲瞭解上博展覽報導可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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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醍醐寺起緣。介紹醍醐寺的初創與法脈傳
承。第二部分：醍醐事相。介紹醍醐寺的密教道場、
佛像、佛畫、法器等宗教用具的歷史研究意義及在密
教修持中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風雅醍醐。介紹醍
醐寺在近代的繁榮及其雅致而華麗的藝術，展示醍醐
寺所藏桃山、江戶時代（16-18世紀）的屏風畫與手工
藝品。

第四部分：密藏宗風。這次珍寶展能移師西安的緣
起，是因爲醍醐寺的法源來自於唐長安的青龍寺，
當年空海大師入唐求法，就是在青龍寺得到了惠果阿
闍梨的親傳。所以在西安的展覽內容特意加了密藏宗
風這一部分，介紹了唐長安作爲當時東亞密宗中心的
地位，其主要密教寺院大興善寺、青龍寺、安國寺的
起源、發展及影響；介紹了青龍寺與醍醐寺的法脈關
係，讓更多人瞭解日本真言宗與漢地密宗的關係。

此次展覽精品薈萃，來自醍醐寺的共60餘件造像、繪
畫、法器、工藝器等均爲該寺佛教藝術的經典之作，
同時配合展出的還有唐長安青龍寺、安國寺遺址出土
的珍稀文物。

三位法師在青龍寺前合影留念（左：智廣阿闍梨 
中：仲田順和座主 右:寬旭大和尚）

仲田順和座主主持祈福法會（座主右側爲智廣阿闍梨）

45Ekayana
一 乘 要 聞



中日高僧致辭，惺惺相惜
由於「梵音東渡⸺日本醍醐寺國寶展」的緣起，本
次展會同時邀請了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總本山醍醐寺仲
田順和座主和來自漢傳密教祖庭大興善寺的方丈、青
龍寺的住持寬旭大和尚，雙方作了開幕致辭。

仲田順和座主在致辭中深情地說：1200年前，空海大
師從青龍寺學習來的教法和文化對日本的佛教和社會
文化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醍醐寺是抱著感恩
的心情來的，感謝空海大師曾經在青龍寺所學習到
的，感謝這些教法和文化給日本帶來了很多寶貴的精
神、文化和佛教藝術的財富。醍醐寺希望能通過這個
展覽讓西安乃至陝西的廣大觀衆理解這種感謝和報恩
的心情，也衷心希望通過這個展覽增進兩國人民的理
解和友誼。

大興善寺方丈、青龍寺住持寬旭大和尚在致辭中也表
示：空海法師不負師囑，回國後秉承師恩遺訓，開創日
本真言宗，而其法脈也延綿不斷，傳承至今。醍醐寺此
舉，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日本真言宗弟子雖跨越千年，
依然將惠果阿闍梨傳法空海的師恩銘記於心，並用心、
用行動進行回饋，其意義讓人不得不爲之動容。

看到醍醐寺這些珍藏上千年的珍寶，我們不僅僅要讚
歎其文物的精美，也要讚歎學習其寺內所藏一切寶物
「連一片紙都不流失」的保存精神，正是這種嚴謹的
精神得以讓漢傳密教的衆多珍貴文獻資料在日本完整
保存，迄今千年依然綻放著智慧的光芒。

法師希望這些文物中蘊含的慈悲、寧靜的氣息能爲觀
者沖淡炎炎夏日中的煩惱不安，帶來絲絲清涼；同時
也希望觀衆能因此感受到佛教的慈悲與智慧，用智慧
澆鑄我們的心靈。

兩位法師的致辭讓在場的很多人感慨萬千。佛教珍寶
穿越千年再次相會，而中日法源源遠流長也得以緣聚

長安。諸佛菩薩的加持通過這些文物，再次爲中日友
好交流架起了橋樑，爲闊別故里千年的漢傳密教珍貴
法流再度回傳創造了殊勝緣起。

菩提的世界，道融於花茶
27日下午，在陝西歷史博物館的活動室，舉行了日本
醍醐寺花道茶道表演。因爲日本的花道茶道文化都源
於中國，借此次國寶展的機會，醍醐寺作爲傳承彙報
專案也將醍醐寺的花道茶道帶來了西安。

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茶道美學受中國禪宗思
想影響，並滲透於大衆之中。日本著名的茶道老師鈴
木博之先生做了日本裡千家流的茶道表演，將融入日
本民衆生活的茶道展示給了西安的觀衆。

日本花道最早來源於中國隋朝時代的佛前供花，傳到
日本後，發展成爲各種流派。各流派的特色和規模雖
各有千秋，但基本點都是相通的，那就是天地人三位
一體的和諧統一。來自日本京都醍醐寺著名的花道老
師植木庸介先生做了日本醍醐未生流的花道表演。

西安年輕有爲的古琴老師蔡偉藝也做了古琴表演助
興。一時間，琴香茶花，雅事雲集，在大家驚豔古典
美學的同時，也在繁乏雜塵中安享了一片清寧。

朝禮密宗祖庭 共緬祖
師恩德
7月28日，仲田順和座主帶領醍醐寺僧衆一行來到了
當年空海大師求法的密教祖庭⸺青龍寺，受到住持
寬旭大和尚及常住僧衆們的熱情接待。

賓主雙方進行了親切座談。寬旭法師說，多年來，青
龍寺作爲祖庭寺院接待了衆多日本佛教真言宗各派的
參訪團，希望大家今後常回祖庭參訪，以更好地促進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46Ekayana
一 乘 要 聞



仲田順和座主表示非常有幸再次到祖庭寺院參拜。見
到1995年在此安奉的中日和平紀念塔保存得如此完
好，對寺院常住精心的管理和維護表示衷心地感謝。
看到寺院發生很大的變化，對寺院的迅速發展感到十
分高興。此次參訪是爲了報祖師恩德，並向祖庭寺
院彙報：醍醐寺千年來追隨惠果、空海兩位祖師的教
導，將密法代代相傳，並將繼續傳承和發揚下去。

賓主雙方還就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密宗發展及僧才
教育等方面進行了愉快的交流，並互贈了紀念品。

最後寬旭法師攜常住僧衆與仲田順和座主一行在惠果
空海紀念堂內共同設壇修法。中日雙方分別進行了誦
經祈福，共同緬懷了祖師恩德，並祈願正法久住，世
界和平。

醍醐寺中僧正智廣阿闍
梨參訪大興善寺
7月29日上午，醍醐寺中僧正智廣阿闍梨到密宗祖庭
大興善寺參訪，與寬旭大和尚進行了親切的座談，雙
方就密法回傳方面進行了交流探討。

寬旭大和尚對智廣阿闍梨多年來在日本求學所獲表示
讚歎，並介紹了近年來漢傳佛教界仁人志士東渡求法

的一些概況。大和尚說，佛教講因緣，如今密教回傳
的因緣正在顯現。青龍寺、大興善寺這些年也派駐法
師前往日本高野山學習真言密教，江蘇、珠海、北京
等地都有法師、居士發心求學日本。有些是像智廣阿
闍梨一樣學成回來的，有些是正在學習的。希望有共
同志向的華人佛子們無論在全國各地、全球各地，都
一同來爲千年的密教法流回傳並重興於中華大地而作
出自己的努力。

智廣阿闍梨對寬旭大和尚爲密教回傳所作的努力，以
及大和尚的遠見卓識、心胸願力表示由衷的讚歎。智
廣阿闍梨至誠祈請寬旭大和尚作爲漢傳密教祖庭的住
持，能振臂揚帆，主持漢傳密教回傳的大業。阿闍梨
表示，拜見大和尚使自己看到了中華漢傳密教重興的
希望，希望以自己所學在密教回傳重興事業中做大和
尚有力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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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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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瑰寶在祖師們的呵護之下完好地珍藏於扶
桑，並弘揚利益了千百年來的日本民衆。如今在中華
漢傳佛教，密教略現衰微。祖師千年的夢想，應該由
我們後輩中華佛子去努力實現，讓漢傳密教的珍貴法
流再次回歸故里，重興於中華，利益無量衆生。

寬旭大和尚和智廣阿闍梨暢所欲言，相見恨晚。兩位
大德對日本千百年來精心珍藏並延綿傳承著漢地求得
的珍貴教法都表示由衷地讚歎，同時也感動於日本高
僧大德們對中華密教回傳再興事業的支持，感恩他們
始終不忘中華先祖的恩德，以反哺報恩之心真誠回應
著到日本求法的華人佛子。兩位大德共同發願立志將
珍貴的密教法流回傳重興於華人世界。

中日僧衆在惠果空海紀念堂緬懷祖師恩德 誦經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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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5至27日，智廣阿闍梨應邀參加了在五臺
山萬豪國際酒店舉辦的《文殊信仰暨能海上師誕辰
13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此次論壇由山西省五臺山
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指導，山西省佛教協會、五臺
山佛教協會主辦，五臺山塔院寺、圓照寺、文殊洞承
辦，騰訊佛學協辦。

此次論壇以「文殊信仰」和「紀念能海上師誕辰130

周年」爲主旨，共進行了「祈福追思會」「五臺山參
訪」和「主旨發言」「分論壇」等活動。來自海內外
的約一千餘人參加了此次盛會，其中有150余名專家
學者和高僧大德在分論壇進行了發言，演講了自己的
學術論作。

應邀參加文殊信仰
暨能海上師誕辰130周年
國際學術論壇 記者　常冬雲

開幕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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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下午的分論壇共設有兩個，分別是「文殊信仰」
和「能海上師」主題。150余名專家學者共分爲十個
小組，從文殊信仰、佛教智慧、能海上師佛教思想、
學律方法、佛教貢獻等方面分角度進行了專題研討。
探討了文殊信仰的內涵與歷史發展，文殊般若的實踐
與宗派關係，文殊大願的呈現與現代功用；追溯了能
海上師的歷史足跡，研學了能海上師的佛學思想。27

日上午的閉幕式由騰訊佛學的張順平老師主持，山東
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陳堅教授和江南大學宗教社會
學研究所所長鄧子美教授對此次論壇的論文作了學術
評議，最後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宗性大和尚作了閉幕
總結及致辭。

27日上午的閉幕式現場

此次論壇爲紀念能海上師誕辰系列活動的重要組成部
分，對探討和發展文殊信仰、能海上師佛教思想及二
者對培養清淨僧團，正法久住，有情福慧增上和建設
和諧社會有著重要意義。

在論壇活動中，智廣阿闍梨與來自全球佛教界的高僧
大德、專家學者及社會各界人士親切會談，交流互
鑒。在文殊信仰分論壇活動中，阿闍梨進行了《五臺
山文殊信仰對唐密重興之重要意義》的論文宣講。

智廣阿闍梨與其他參會者親切會談、交流

25日在塔院寺舉行的紀念能海上師誕辰130周年、圓寂50周
年祈福追思會

與會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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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愛好者向智廣阿闍梨請教學習

智廣阿闍梨與前來拜訪的法師親切交流

智廣阿闍梨在分論壇發言

智廣阿闍梨的論文共從三個角度闡述了五臺山文殊信
仰對唐密重興的重要意義。第一部分通過《佛說文殊
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華嚴經·菩薩住處品》《大唐
神州感通錄》等經典和史籍中的教證和理證論述了五
臺山文殊信仰的歷史，第二部分重點論述了五臺山文
殊信仰與印度密教、漢傳密教、藏傳密教及日本和韓
國密教的關係，第三部分分析了五臺山文殊信仰的多
元化與包容性。

阿闍梨在結語中說：唐密是中國唐代漢傳佛教的重要
宗派之一，自印度傳入大唐，在中華佛教史上曾寫下
輝煌的篇章，尤其是對國家的內外安定、民生安樂曾
起到重要的作用。唐密也流傳到了日本、韓國等國家
和地區，千百年來慈悲護佑了各國人民。

尤其在五濁末世，准提法、藥師法等佛陀特別爲末法
而傳授的殊勝教法是利益衆生最好的甘露妙藥，而密
宗教法中最殊勝的即身成就之捷徑道，是救度衆生解
脫成佛之光明聖道。千百年來的歷史原因雖然沒有使
唐密完全失傳和滅絕，但卻令唐密教法在中華大地法
流衰微，唐密重興乃衆生渴仰之福祉，實爲三寶子弟
理應肩荷之使命！

近百年來致力於唐密回傳的仁人志士一直在作不懈的
努力，念念不忘唐密法乳之恩的日本真言密教、天台
密教諸高僧大德們也以手捧法流之姿真誠回應著當今
華人佛子東渡求法的赤誠之心。唐密回傳之內外因緣
正在成熟。

第十五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也有一則預言授記：在未來，
如果日密（唐密傳承）與藏密結合之時，世界上的佛教
將會融合與興盛。當前，與唐密傳承密切相關之漢傳密
教、日本密教（東密、台密）與藏傳密教皆呈欣欣向榮
之勢，故知唐密之重興在望。

阿闍梨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很大興趣，在分論壇發
言全部結束後，又應與會學者和大衆的誠摯邀請作了

日本密宗傳承的介紹和唐密回傳的相關介紹，得到了
在場學者和聽衆的高度認同和讚歎。會議結束後唐密
愛好者們紛紛向阿闍梨請教和諮詢唐密的相關知識，
阿闍梨也爲大家一一作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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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在最後的應邀發言中還講到，佛教的各宗教
法能夠重興需要具備以下幾個要素：整理、保存完整的
典籍，繼承並延續清淨的教法傳承，相容並蓄地學習各
宗的優點和根據社會現狀進行與時俱進地弘揚。宋代天
台宗復興的關鍵，是因爲當時吳越國王錢弘俶派使者到
日本、高麗，取回天台宗的教典，並大力支持義寂、義
通等對天台教典的研習與弘揚，爲天台宗的全面復興奠
定了基礎，後來天台宗才得以重興。

天台宗如此，真言宗也是如此，日本佛教對唐密典籍
的保存及教法的傳承比較完整，我們首先要把教典取
回來、學回來，才能更好地進行唐密的重興。五臺山
文殊信仰對密教的弘揚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歷史締
造的多元、融合與包容的佛教環境，更使得五臺山具
備了唐密重興的殊勝因緣。

當年能海上師辭軍割親，出家受戒，兩度孤征，捨身
求法，只因愛國護教之心，只因悲憫天下蒼生之心。
而今智廣阿闍梨，隨學師公的大行普賢菩薩行，東
渡求法十二載，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亦是同樣懷
揣「不忍聖教衰，不忍衆生苦」的慈心悲願。智廣阿
闍梨在發言的最後也誠摯地懇請各位高僧大德、專家
學者、唐密愛好者能夠一起努力，以開放的心胸互相
交流學習，祈願唐密能夠以五臺山文殊道場爲殊勝緣
起，在文殊菩薩的殊勝加持、能海大師的願力護念
下，在中華大地弘揚重興，祈願密教的融合與昌隆使
正法久住，廣利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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