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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言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先賢足跡

道心宏願，照亮千古

——緬懷 1200 年前入唐求法的傳教大師

經論聞思 

准提三昧行法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七）（中英對照）

實修引導

教誨甘露明點

生生世世不會貧窮的秘訣

慈心讓世界溫暖花開

佛化生活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連載【十四】

——《印光法師嘉言錄》選講

觀世音菩薩成道日

——跟著寫跟著念跟著做功德

在愛中證悟空性

——來自智廣阿闍梨的七夕禮物

七月，如何與鬼相處

成長 反省 慈悲 報恩

——盂蘭盆節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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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護諸宗

天台圓教和准提密法的融合

——《准提三昧行法》研究

感應感悟

邪見之人尚得度  一字一佛誠可信

——《法華經》古代感應故事一則 （中日文）

智廣阿闍梨講故事

大富長者與窮子的故事問答錄

問  答  錄

怎樣理解「日日是好日，事事是好事」？（中英日文）

一乘要聞

由花入道 以藝弘法

——醍醐山花道學會大中華支部成立

暨醍醐未生流花道展首次亮相寶島

准提密法回傳華夏 唐密重興再現曙光

——記 2017 年臺灣准提觀音灌頂法會

隨緣自在快樂禪 慈行寶島禪悅食

——記臺灣第一屆「快樂禪——天台止觀學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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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

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

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

何因縁名觀世音。佛告無盡

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

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

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

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

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

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

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

故。若爲大水所漂。稱其名

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萬億

衆生。爲求金銀瑠璃硨磲碼

碯珊瑚琥珀真珠等寳。入於

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

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以是因縁名觀

世音。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

名者。彼所執刀杖。尋叚叚壞。而得解脫。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欲來惱人。

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

惡眼視之況復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

罪。杻械枷鎻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

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

中寃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寳經過

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

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

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

等若稱名者。於此寃賊當得解

脫。衆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

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

脫。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

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

衆生多於婬欲。常念恭敬觀世

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

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

得離瞋。若多愚癡。常念恭敬

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無盡

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

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衆生常

應心念。若有女人設欲求男。

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

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

女。宿植德本衆人愛敬。無盡意。觀世音菩

薩有如是力。若有衆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

薩。福不唐捐。是故衆生。皆應受持觀世音

菩薩名號。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恒

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養飲食衣服卧具醫

藥。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

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復有

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禮拜供

養。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不可

窮盡。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得如

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無盡意菩薩白佛言。

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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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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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而爲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

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衆生應以

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爲說

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

爲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

爲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

爲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

爲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

身而爲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

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

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應以毗沙門

身得度者。即現毗沙門身而爲說法。應以小

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爲說法。應以長

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爲說法。應以居

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應以宰

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婆

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應

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爲說法。應以

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

女身而爲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

現童男童女身而爲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

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

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應以執金剛神

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無盡意。

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

諸國土度脫衆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

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

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

之爲施無畏者。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

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即解頸衆寳珠瓔

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作是言。仁

者。受此法施珍寳瓔珞。時觀世音菩薩不肯

受之。無盡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仁者。愍

我等故受此瓔珞。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當

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衆天龍夜叉乾闥婆阿

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故。受

是瓔珞。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衆。及於天

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

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寳佛塔。無盡意。觀

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

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縁  名爲觀世音

具足妙相尊  偈答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  善應諸方所

弘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  侍多千億佛  發大清淨願

我爲汝略說  聞名及見身  心念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

假使興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  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  龍魚諸鬼難  念彼觀音力  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峯  爲人所推墮  念彼觀音力  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  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  不能損一毛

或值寃賊繞  各執刀 2加害  念彼觀音力  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難苦  臨刑欲壽終  念彼觀音力  刀尋叚叚壞

或囚禁枷鎖  手足被杻械  念彼觀音力  釋然得解脫

呪詛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  還著於本人

或遇惡羅刹  毒龍諸鬼等  念彼觀音力  時悉不敢害

若惡獸圍繞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觀音力  疾走無邊方

蚖蛇及蝮蠍  氣毒煙火然  念彼觀音力  尋聲自廻去

雲雷鼓掣電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  應時得消散

衆生被困厄  無量苦逼身  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

具足神通力  廣修智方便  十方諸國土  無刹不現身

種種諸惡趣  地獄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漸悉令滅

真觀清淨觀  廣大智慧觀  悲觀及慈觀  常願常瞻仰

無垢清淨光  慧日破諸闇  能伏災風火  普明照世間

悲體戒雷震  慈意妙大雲  澍甘露法雨  滅除煩惱燄

諍訟經官處  怖畏軍陣中  念彼觀音力  衆寃悉退散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勝彼世間音  是故須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  能爲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  慈眼視衆生  福聚海無量  是故應頂禮

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

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

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說是

普門品時。衆中八萬四千衆生。皆發無等等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註：

1、依據《乾隆大藏經》第 24 冊•No.130•P606《妙

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校對

2、《乾隆大藏經》裏原文爲「力」，《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9冊N.0262•P57爲「刀」，依據上下文意思應爲「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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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8月 18日，這是一個觸動我們內心的日子，

在傳教大師最澄聖誕的這個日子裏，當我們

想起他老人家留給我們的遺教時，那曾經如

洪鐘般撞擊我們內心的「道心」二字，再一

次赫然目前，印入心中。淚眼婆娑中，我們

與祖師古今相憶，道心相印。

第一次聽到《傳教大師遺教》，是在 2015

年 10 月 4 日，智廣阿闍梨剛剛通過了日本

天台宗僧侶最高級別的考試——法華大會廣

學豎義。作爲歷史上第一位准予參加並順利

通過這個考試的中國大陸學子，智廣阿闍梨

經歷了常人無法想象的艱難苦行。

當弟子難解何以阿闍梨有這樣的堅強毅力來

走這條唐密回傳的難行之道時，阿闍梨平實

而簡單的回答深深觸動了弟子的心：

「其實就是兩個字——道心。就像傳教大師

所留下來的珍貴遺教中所說的：「國寶何物。

寶道心也。有道心人。名爲國寶。故古人言。

徑寸十枚。非是國寶。照千一隅。此則國寶。

古哲又云。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

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

品之內。唯不能言不能行。爲國之賊。乃有

道心佛子。西稱菩薩。東號君子。惡事向己。

好事與他。忘己利他。慈悲之極。」雖然對

於我這樣的凡夫，真正要做到這些也是很困

難的，但我也時常以傳教大師的這種精神來

激勵自己。無論是經歷比叡山行院的苦行，

還是面對廣學豎義這樣嚴厲的考試，我心中

唯願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艱難由我來擔當，

希望衆生都能夠深獲法益，快樂成佛！」

今天，就讓我們跟隨智廣阿闍梨一起來瞻仰

傳教大師「照千一隅」的珍寶人生，共同來

緬懷祖師大德的豐功偉業。

智廣阿闍梨開示

日本天台宗的開創祖師最澄大師，亦被尊稱

爲傳教大師，這是清和天皇於 866 年追贈賜

予的諡號，爲日本有大師號之始。在《叡山

大師傳》中我們看到，最澄大師是「先祖後

智廣阿闍梨（左）與得度恩師武覺超大僧正（右）合影

智廣阿闍梨廣學豎義遂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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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孝獻帝苗裔」，所以最澄大師是我們漢族

人的後裔，本身有中國人的血統。

誕生、出家及修學

根據《叡山大師傳》記載，最澄大師誕生於

神護景雲元年（767 年）的近江國（滋賀縣

大津市），俗姓三津首。十二歲時，跟隨近

江國師（即高僧行表法師）出家，修習唯識

等章疏。十五歲時，補國分寺僧闕而接受剃

度，二十歲受具足戒。後入比叡山結草菴，

學《法華》《金光明》《般若》等大乘經，

並於坐禪之際作發願文，記錄了自己的心境、

入山理由及五項誓願。

特別精研了以前大唐鑒真和尚帶來日本的

《圓頓止觀》《法華玄義》及《法華文句疏》

《四教義》《維摩疏》等，深感「本佛本懷。

同開於三乘之門戶。內證內事。等付於一乘

之寶車」之法華奧義，遂於天台教法生大信

心。

延曆七年（788 年），最澄大師在比叡山創

建「一乘止觀院」（即現在的國寶「根本中

堂」）之際，將自己親手雕刻的藥師如來奉

爲本尊，並點燃了一盞象徵著佛法永傳的「不

滅法燈」。這盞燈一直被後代殷切地供奉，

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在比叡山

延曆寺的根本中堂閃耀著正法不滅的光芒。

延曆十三年，比叡山舉行了盛大的法會，邀

請了當時日本北部十大高僧宣講《妙法蓮華

經》。到了延曆十六年，最澄大師被桓武天

皇列爲內供養的十大禪師之一，得到天皇的

重視與支援。

之後，最澄大師「發弘法之心，起利生之願」，

對弟子經珍等講了自己的心願，打算抄寫經、

先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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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

傳教大師坐像

傳教大師入唐牒

《傳教大師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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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章疏、記等經典；而且，除了請叡勝、

光仁、經豐等幫助抄寫上述經典外，還希望

將南都七大寺所藏的書籍也抄寫出來。爲此，

他派遣經藏、妙證等分赴南部諸寺，提請他

們協助抄經，並請求給予經濟上的援助，保

證抄經僧的衣食供奉。經書抄寫完畢，最澄

大師設萬僧齋，慶賀經書抄寫圓滿完成，感

謝南都和東國各寺院、僧衆的援助抄寫和給

予供養，並將經藏安置於比叡山。

「法華十講」法會

爲了表達對天台智者大師的恭敬感恩之情，

最澄大師以鑽研《法華經》作爲法供養來紀

念天台智者大師的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在

延曆十七年（798 年）十一月份首次舉行了

「法華十講」法會。

「法華十講」即《無量義經》一卷、《妙法

蓮華經》八卷、《觀普賢經》一卷的法華三

部的十卷經的講論。從這年開始，最澄大師

每年都要在比叡山舉行講經法會，演講《妙

法蓮華經》，後形成常規行事。這也就是日

本天台宗延續至今的「法華大會廣學豎義」

的起源。

延曆二十年十一月，最澄大師邀請南部十大

高僧，舉行諸宗《法華經》講義法會。十位

大德高僧各承擔《法華》三部十卷的一卷講

經任務，闡述了南都六宗《法華經》的各種

教觀。而最澄大師本人，則就三乘、一乘展

開了廣泛的論述、宣釋。

高雄山寺講經

延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高雄山寺的和氣

弘世、真綱向最澄大師發出了邀請，請他赴

高雄山寺主辦一次大法會，最澄大師應邀前

往。高雄山寺的法會也邀請了十餘名南都高

僧。引人注目的是這十幾位高僧中包括了延

曆二十年叡山法會的十大德。

最澄大師在法會上慨歎一乘之擁滯，悲鳴三

諦之未顯，又弘闡了一心戒文、法華玄義、

文句、止觀及天台四教義，可謂弘揚一乘教

義的法會。

高雄山寺法會上，最澄大師的講經宣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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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叡山風景

09



桓武天皇得知天台教義。此後，天皇爲天台教義的弘揚和天台教法的

興隆進行了積極的宣導。

入唐求法

最澄大師修學非常精進，但是當時日本還沒有天台宗，最澄大師對天

台教法還有很多疑問無法得到解答，于是他發心一定要到中國天台宗

的祖庭求法。

延曆二十三年（804 年）七月，最澄大師奉詔隨遣唐使入唐求法。當時

他乘坐的是第二艘船，而同年五月出發的第一艘船上乘坐的就是弘法

大師空海。在海上遇到了黑風巨浪，衆人都覺生還無望之時，最澄大

師發起大悲願力，並將珍藏的舍利供養給龍王，很快就平息了風暴，

順利到達了唐朝，於明州鄮縣（今浙江寧波）登陸。

最澄大師主要是在這幾個地方求法：一是天台山，二是紹興，三是寧波。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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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大會現場

法華大會考試前一天在淨土院向傳教大師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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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於天台山修禪寺師從天台宗第十祖道邃

和尚學習天台教義和《摩訶止觀》等，並於

次年得受大乘菩薩戒；又於天台山佛隴寺從

行滿大師學習《止觀》《釋簽》《法華》《涅

槃》諸經疏；並於天台山禪林寺從翛然大師

受達摩禪法（牛頭禪）；於國清寺從惟象法

師，得傳大佛頂大契曼荼羅行事。

然後至越州（今浙江紹興）龍興寺，拜謁善

無畏第三世法孫順曉阿闍梨，禀承三部大法

灌頂，獲得了金剛界、胎藏界兩界曼陀羅的

密法法脈傳承，並得圖樣、印契法寶、經文

諸器等。

後又至寧波。據《唐宋時期鄞州與日本的佛

教交往》記載，最澄大師在明州開元寺法華

院從靈光受「軍荼利菩薩壇法」並契象等，

又從檀那行者江秘受「普集會壇」並「如意

輪壇」等法。靈光和江秘屬阿地瞿多法系，

這一法系後來在日本台密一派中代代傳習。

在唐求法期間，最澄大師不僅學習天台教法，

還研修禪、大乘戒和密教等佛學，得到了四

種傳承，即台宗的天台圓教的傳承、圓頓大

戒的傳承、唐密的傳承，還有達摩禪的傳承。

日本專研天台學的著名學僧福田堯穎在所著

的《台密綱要》中說：「日本密教在傳教大

師以前，所傳來之密法，不過片段而已；至

傳教留學唐朝，從無畏、不空嫡流，猶如瀉

瓶；傳授三部都法大教，故傳教大師，爲日

本密教之第一祖也。」這本書中詳述了最澄

大師在唐朝求學密教並獲得法脈傳承的史

實。

在天台宗的求學中，最澄大師更被認爲是天

台智者大師二百年前聖語所征之人。當時諸

位高僧大德都付囑最澄大師未來一定要弘揚

天台宗。其中道邃大師爲最澄寫的《付法文》

中說：「昔智者大師。隋開皇十七年 (597

年 ) 仲冬廿四日早旦。告諸弟子曰。吾滅度

後二百餘歲。生於東國興隆佛法。若有感應。

先呈瑞靈。則一法鑰投空。倏忽入空。舉衆

雖慕瞻。終不知所屆。而今聖語有征，遇最

澄三藏。不是如來使。豈有堪艱辛乎。然則。

開宗示奧。以法傳心。化隔滄海。相見杳然。

共持佛慧。同會龍華。」

在《叡山大師傳》中記載，當天台山佛隴寺

行滿大師看到最澄大師時，也想起了天台智

者大師的這個授記，于是行滿大師將自己所

有的法門都傳給了最澄大師，希望能夠「將

去海東，當紹傳燈」。

行滿大師還滿懷深情地作詩送別最澄大師：

「天台沙門行滿。異域鄉音別。觀心法性

同。來時求半偈。去罷悟真空。貝葉翻經

疏。歸程大海東。何當到本國。繼踵大師

風。」

我們在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老爲《最澄

大師天台得法靈跡碑》所作的偈贊中也能看

到這段歷史，偈曰：「道邃行滿 禀教湛然 

最澄從學 國清修禪 開宗比叡 奕葉相傳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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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大師天台得法靈跡碑

11



仍後學 不忘前緣 禹甸日域 風月同天 兩邦緇素 乘大願船」。

歸國弘傳

延曆二十四年（805 年），最澄大師回到日本向天皇上表覆命，把帶回

的經書、章書「總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以及圖像、法器等全部

滙報天皇，並且開啟了日本密教灌頂之始。《叡山大師傳》記載：「又

弘世奉敕。真言秘教等。未得傳此土。然最澄闍梨。幸得此道。良爲國師。

宜拔諸寺智行兼備者。令受灌頂三昧耶。因茲於高雄山寺始建立法壇。」

當時在高雄山寺，開三部大法灌頂道場。受灌頂者，有八位大德，其

中石川宮內、石川檉生二師，代天皇入壇灌頂，這就是日本密教最初

的灌頂。

從《天台密教入門》這本書中的台密諸流派系統圖示裏，我們看到，

傳教大師最澄所傳授的唐密傳承——山家流，直到現在還完好地保留

在日本天台宗。

延曆二十五年，獲准設天台宗年分度者（每年得度者）二人，這意味

著日本天台宗成爲了與南都六宗同樣的國家公認的宗派。可以說，最

澄大師是把比較完整的唐密傳回日本的先驅，日本天台宗的創立也是

從最澄大師開始的。

在古代的日本，當時佛教所有的戒律都是完全遵循我們漢傳佛教的戒

律：大小乘的戒律一起受。所以如果要成爲一名具格的出家僧衆，首

先要到南都奈良受具足戒。

後來最澄大師根據《法華經》關於大乘菩薩僧的見地，提出了一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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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日本天台宗不受小乘戒律，只受大乘戒

律。並向國家提出申請，天台宗要培養大乘

菩薩僧，希望在比叡山建立一乘圓頓大戒的

戒壇，僧衆可以不去南都受小乘戒律，而是

直接受大乘的圓頓大戒。

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驚人的舉動，受

到了南都舊佛教勢力的抵制，也被僧綱反

駁，最澄大師爲此特別撰寫了《顯戒論》來

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確。

直到最澄大師圓寂之後的第七天（822 年 6

月 4 日），國家終於對此進行了批准。傳

教大師最澄圓寂前留下遺囑：「不要介意我

的死，要把我的志向傳給後世。」正如《傳

教大師遺教》中所言：「乃有道心佛子。西

稱菩薩。東號君子。惡事向己。好事與他。

忘己利他。慈悲之極。」最澄大師希望通過

大乘戒的修行，能行能言之人可以真正成爲

「國家之寶」。

所以直到今天，在比叡山得度的僧衆所受的

戒律，一是菩薩沙彌戒，就是《華嚴經》中

所講的二地菩薩的十善戒；二是圓頓大戒，

就是《梵網經》的菩薩戒；三是受密教灌頂

時的三昧耶戒，這也成爲日本天台宗比較獨

特的地方。

關於傳教大師，可以講的有很多，但是因爲

時間和篇幅的關係，我們沒辦法把他的傳記

全部講完。傳教大師最澄一生著述豐富，後

結集爲《傳教大師全集》，其中密教著述多

達四十四種。在比叡山行院學習的時候，我

發現《傳教大師全集》裏所有的文章基本上

都是用中文書寫的，非常了不起了。

最澄大師在二十歲左右時寫的那篇發願文

（後世稱之爲《傳教大師發願文》），還有

在《山家學生式》裏面的傳教大師遺教，都

是我非常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學習的教言。傳

教大師最澄爲什麽能夠成爲日本天台宗的開

祖，他是如何發願的，又是如何修行、如何

成就、如何度化衆生的，這些都非常值得我

們好好學習。

延曆寺不滅法燈郵票

道邃大師付法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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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懺儀從無善本者何也。世尊言。此大毗盧遮那如來瑜

伽大教。三摩耶灌頂道場如來秘密法門。成佛心要。而世

師以淺智測量。止順初機。不知直接上根。超凡入聖。則

體會宗趣之難也。根本微妙字輪。雖說文字。皆是善文字義。

離一切相。自性虗空。亦復不生虗空之心。世尊教外別傳

之指。而世師以文字求之。變觀行爲名言。翻神宗爲音韻。

則離名離相之難也。龍樹菩薩。於持明藏。略出大明。成

就儀軌。凡戒行發心。布字結印。持誦懺摩。入三摩觀智。

各有規式。而世師株守。別懺遺文。槩從疎略。則遵奉儀

軌之難也。經呪自地婆訶羅譯而外。有金剛智不空崛多玄

奘天息灾法賢金剛幢諸譯。句引不同。轉讀有注。音含長短。

字有重輕。世師漫作聲勢。多乖梵韻。則指決字聲之難也。

經說念誦觀行供養次第。先須受持禁戒。堅固不退。心不

散亂。方許入此法門。今俗流帶妻挾子。飲酒噉肉。緇素

不分。混濫壇席。則嚴持戒律之難也。天溪老人。戒行精嚴。

深入觀智。窮理而無理障。證空而不墮空。一義差別則遍

考群經。一字參差則研窮經歲。十章明法。三密加持。觀

其頓超地位。速離纏疴。則一行禪師之研通神變也。顯教

密宗。該性含相。則法幢  公之圓通心要也。一字說千門

之妙。多言總五部之歸。則金剛幢之密呪圓因也。無相三昧。

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虗明。則龍樹尊者之顯密圓宗

也。以茲行法。方彼諸家。則妙高之落衆峰。靈燿之掩羣照。

豈虗言哉。往予奉教天溪。歸述舊聞十八章。面求指摘老人。

往返酬答。動輒數千言。轉綜密部。深思觀旨。參之以般

若理趣。凖之於瑜伽教王。兩人見處。或有抵捂。罔不平

心較量。可起改者起改之。可仍襲者仍襲之。予年耄學荒。

交遊星散。同好中有亦鑒無姑息者。非天溪吾誰自歸歟。

行法善本成。老人索予數言前之。因述予平時歸嚮之誠如此。

若夫樹高招風。門庭黨伐。此非吾兩人之所知也　　

康熈八年巳酉秋八月行純范驤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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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陀羅尼呪出於果位人口。非蓮華眼。不能視其際。非金

剛手。不能棒其體。然章句有廣略之殊。廣則累言不爲有餘。

略則一言不爲不足。豈所謂至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

忘絕境界者乎。而至心誦持無不獲益。如准提神呪。梵字

無多。功効最勝。金剛智譯本載之詳矣。然呪屬總持。卽

稱秘密。要知總莫總於眞性。密莫密於惟心。若見此心。

融歸性地。則罪無可滅。福不足生矣。受持者可不識觀心

之要。乃以緣壇印守字聲爲專務歟。天溪景淳法師。以台

衡世傳三昧。作准提持誦軌儀。將入壇。先責尸羅清淨。

旣入壇。更須緇素分明。會三德。則本自天然。印十乘。

則尤爲妙合。當機清衆。如法行持。以無取著心。獲不思

議效。捷於聲响。正足諦信矣。盖如來說法。卽事顯眞。

四肘方壇。何莫非法身。鏡光影現。何莫非般若。燒香散華。

何莫非解脫。智者隨觸卽得。愚者 自昧焉。今景師統以

心觀照之。將見無量諸佛。皆從持誦家心聲流出。況世諦

門頭。遂諸求願。抑復何有。乃後知大准提卽如意珠王出

生饒給無所不徧。七俱胝佛母之所宣說果。字字方放光匝。

虗空透金石。所貴人開擇法眼。善爲點出耳。則景師指端

巳現明月輪。行道者其向往之

康熈歲次乙巳仲春寶輪沙門明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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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勸修第一　　

此大陀羅尼。三世諸佛。巳今當說。而我釋

迦。亦如是說。葢爲利樂衆生。得入菩提

故也。今夫一切衆生。未種善根。無菩提

分。而能誦持一二徧者。善根芽生。菩提有

分。若出家菩薩。現生所求出世悉地。定慧

現前。證地波羅蜜。圓無上菩提者。在家

菩薩。現世所求常生天界。或作人王。親

近聖賢。諸天擁護。世無災橫。心無憂愁

者。若欲滅除五逆十惡一切重罪。積集十善

六度無量功德。諸大菩薩爲其說法。十方佛

土常得隨從者。若有欲令國王大臣長者居士

等。生愛敬心。起利樂意。隨其所願。悉得

成就者。有諸福報不全。壽命短促。求官不

遷。衆苦交逼。願令現世得輪王福。具壽者

相。禄位高崇。諸事吉祥者。至願水不能

溺。火不能燒。毒藥刀兵。寃家疾疫。皆不

爲害。而能轉惡爲善者。應於道場之中。約

事要期。一心精進修此准提三昧。葢此陀羅

尼。是三世諸佛祕密之藏。七俱胝如來三身

讚說。故龍樹以爲總攝二十五部。而獨部別

行者。譬則如意之珠。寶中最上。其入海採

者。必先求此。今旣得聞是最上法。必也發

心專志。尊之仰之。而修證焉。離生死於片

念。決三昧於一期。故當不計身命。盡力爭

先也。寧更因循緩怠。竢於異時乎

明受戒發心第二　　

念誦儀云。苾蒭苾蒭尼。先持戒行。若入道

場。復須自誓發願受戒。若在家者。初入道

場。亦須隨力發願。受三歸五戒。或持八戒

齊。故方等三昧。令依一解內外律師。發露

受二十四戒。是知欲入道場。必又重嚴戒法。

所謂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此先佛明誨。

極宜奉重也。旣受戒巳。當發廣大菩提之心。

行菩薩行。夫菩提心者。成佛正因。智慧根

本。故從今日往。至成正覺。唯以四弘誓願

要心。弘誓在懷。諦理明切。菩提心戒儀云。

諸法無我。平等如空。心本不生。空性圓寂。

當知性空圓寂之處。卽是感應道交之時。感

應道交。菩提心之端也。是故興慈運悲。上

求下化。繁修六度。靜住一如。離三障以清

淨。顯三德之圓融。原始要終。莫不在是矣。

此受戒發心二法。爲行人起行之要門。標心

之正處。自宜攝心稟學。豁意開明。倘此昧

略而不省鑒。豈唯徒爲苦行。大能作諸障難

者也

定行人及日期時數第三　

　

修眞言者。旣得外護。委以經紀。擇同行者

十人巳還。同心齊志。如乘一船。又復別請

一阿闍黎。以爲教授。（卽方等三昧明內外律師）

示明觀道。開除妨障。往時僧俗同一處修。

今如有俗衆同修。當設一界相以隔之。雖同

一道場。而不共壇席。以在家者縱沾戒品。

未具道儀。進止失諧。反成擾動故也勿以勢

位強從。亦勿人情輙順。僧輩尚當汰別。俗

衆其容混諸。比見風俗漫亂。多不如法。如

欲聖應昭彰。亦宜謹始於此也△日期者。經

明七日。二七日。乃至七七日。而  公圓通

集。定百二十日。今約法審機。定三七日。

爲一期精進修法。一七二七。增至七七。皆

隨人力。然是初修之程限耳。畢生修者。未

必全從。又正修前。須作方便。若不嚴淨身

心。諳練儀制。卒入道場。則道心不發。無

所感降。是故於一七日。先自斷除一切緣務。

損眠節食。調伏其心。而又誦習悔文。引繹

觀道。仍求三寶加護。進道無魔。庶能定慧

現前。悉地成滿△時數者。經云。或三時。

或四時。或六時。依法誦持。求世間出世間

悉地。是則晝三夜三。爲進修者之通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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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修法第四　　

斯經梵本。有十萬偈。今三譯文。極爲隱略。

然考作法取相無生三種法門。具有無缺。而

功能作法。及以取相。似又稍詳。故西土修

眞言者。廣輯諸部壇儀印呪。而次比之。用

輔本呪。爲觀行法。名念誦儀。譯傳東夏。

代咸稱習。過化間有。泥法時多。故不無專

緣壇印。偏守字聲之弊。良由未達理觀爲主。

誦持居次之意耳。今之方法。雖三種懺法相

須而進。而無生理觀。實爲前導。諸法性空。

萬行無作。圓因據爲標準。大果取以指歸。

然以今立方法。用勘昔之誦儀。名數不差。

前後互異。以故先引誦儀。與此對合。然後

正出十意。依次進修也。其誦儀中。初作曼

荼羅。則今法治道場也。次入道場。先禮佛

懺悔隨喜勸請發願囘向。今禮佛移置第六。

五悔移置第八也。次敷坐三部印呪。卽今總

禮三寶。護身。今第二清淨三業也。結界。

今併入嚴道場中。迎請。今第四請三寶諸天

也。五供養。今第三三業供養也。梵讚。今

第五讚嘆也。布字及聲誦。今第七持呪也。

三摩地念誦。今移置第十也。欲出道場。復

須依前次第五供養五悔送還。此當第九行道。

葢行旋梵唄之法。正是一時法事將終。乃復

運前所修爲事。冥契三德藏海。且寓攀住之

意。故義理實同。重結三部印。卽三自歸也。

是則前後有差。儀文無別。次第勘同。顯密

一體。十科明法。通是密因。三密加持。同

成顯觀矣。次十意方法者。一嚴治道場。二

清淨三業。三三業供養。四請三寶諸天。五

讚歎申誠。六作禮。七持呪。八修行五悔。

九行道旋繞。十入三摩地。初入道場第一時。

具足修此十法。於後一一時中。略去請佛。

餘九悉行無異。仍以法華三昧補助儀。觀想

句偈。注於事儀之下。俾正修時。一以無生

理觀而融卽之。當知此十。各具事理。皆通

感應。俱徧三業。悉淨三障。咸會三德。是

爲今家三昧正途。如是觀巳。用進修焉。自

不同於專緣壇印爲指歸。偏守字聲爲究竟爾

矣

一嚴治道場　　

先明治壇嚴像。次明結界。應擇勝地。掘深

一肘。（佛肘三尺六寸）除去舊土。別取新土。

塡滿築平。（或高原處。或大河灘岸。穿去五尺巳下。

其土則新）復取淨土。和雜香末。量地四肘。

作方曼荼羅。（經用瞿摩夷和土塗壇。此須雪山白

牛所退。純噉肥膩。香潔可用。此方難得。故用香土）

上懸寶葢。四面徧垂繒幢旛彩。紈扇白拂等。

正中奉安俱胝佛母本尊像。（西向安座。原出

聖裁。按四護摩法。增益護摩。決當西向。今是出世

悉地。準古施設。或隨方宜。酌取行之）若無本尊。

隨安所有佛像。舍利。及大乘經呪。亦得。

行者別置卑座。對像安列。慮地卑濕。周敷

薦席。又以香水灑洗地界。處處按察。極令

合式。至建首日 (當用齋日)入壇。以白檀香。

塗作八曼荼羅。猶如滿月。( 此八曼荼羅。是

八大菩薩三摩地境。卽佛菩薩根本心大明也。不空譯

云九箇聖位。是乃合佛母而名之耳)卽以新淨供具。

盛諸飲食。及好香華。燈明。遏伽香水。隨

力所有。布列供養。傾心竭意。嚴潔如法。

何者。內心敬重三寶。超出三界。今欲奉請

供養。豈可輕心。若不拔巳資財。供養大乘。

則將何以招感賢聖。滅重罪而成妙果乎△結

界者。經云。若欲求願。先須念誦。加持香

水。散於八方上下。以爲結界。行者於道場

四邊。或取五色線。或勾欄等。先標界相。

以齊修行之處。當入道場時。心想十方諸佛。

本尊佛母。當來坐故。燒香散華。肅豫嚴待。

卽取淨水呪一百八徧。散灑四方上下。成結

界法

二清淨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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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誦儀云。於所在處。清淨澡浴。著新淨衣。

於四威儀。發四弘誓。於一切事。心不散亂。

法華三昧云。初入道場。當以香湯沐浴。著

淨潔衣。若大衣。及諸新染服。若無新者。

當取巳衣中勝者。以爲入道場衣。於後若出

道場。至不淨處。當脫淨衣。著不淨衣。所

爲事竟。當洗浴。著本淨衣。入道場行法。

大悲三昧云。縱一日都不至穢。亦須一浴。

終竟一期。專莫雜語。及一切接對問訊等。

終竟一期。依經運想。不得剎那念於世務。

若便利飲食。亦須秉護。勿令散失。事畢卽

入道場。不得托事延緩。大要身論開遮。口

論說默。意論止觀也

三三業供養　　

（止觀云。燒香運念。三業供養。行者初入道場。至

法座前。敷尼師壇。正身。合掌。倚立。如是思惟。

我爲衆生發菩提心。興慈運悲。誓欲救拔。而復慚愧

懇惻。存想三寶。   塞虗空。影現道場。手執香爐。

燒衆名香。口唱三寶。五體投地。

首者舉云）　　

一切恭敬 (此下異口同音 )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佛 ( 心隨身口。一心

頂禮。無分散想。了知此身。如影不實。能禮所禮。

心無所得。一切衆生。亦同入此法界海中 )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法 ( 此與下僧用心如

上 )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僧 ( 禮三寶竟。互跪

燒香。以手擎華。首者白云 )　　

是諸衆等。各各互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

(此下衆同聲唱 )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

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香 (想云。

我此香華徧十方。以爲微妙光明臺。諸天音樂天寶香。

諸天肴膳天寶衣。不可思議妙法塵。一一塵出一切塵。

一一塵出一切法。旋轉無礙互莊嚴。遍至十方三寶前。

十方法界三寶前。悉有我身修供養。一一皆悉遍法界。

彼彼無雜無障閡。盡未來際作佛事。普熏法界諸衆生。

蒙熏皆發菩提心。同入無生證佛智。想巳。起。首者

白結 )　　

供養巳。一切恭敬 (一禮 )

四請三寶諸天　　

( 運心供養巳。互跪燒香。當念三寶雖離障清淨。而

以同體慈悲。護念羣品。若能三業致請。必不來而來。

拔苦與樂。念誦儀云。准提佛母。并八大菩薩。及諸

聖衆。眷屬圍繞。不離本土。來至道場。空中而住。

受我供養。故今逐位殷勤三請。必有感降。下去每位。

燒香互跪三請。請竟。起禮 )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七俱胝佛母准提世尊(此

卽本師釋迦所從埀跡之本身毗盧遮那如來也。金剛智

念誦儀云。想於阿迦尼吒天宮。毗盧遮那如來。十地

菩薩圍繞會中。請佛母准提聖者。不空譯本同。瑜伽

大敎王經。云大徧照金剛如來也。七俱胝。本經所明

大乘莊嚴寶王經。與持明藏成就儀。明七十七俱胝。

隨機異耳。想云。我三業性如虗空。准提佛母亦如是。

不起眞際爲衆生。與衆俱來受供養。下去諸佛。及菩

薩聖僧。但隨位改想。名號。形相。來處 )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七俱胝准提世尊 ( 今之

陀羅尼。是此過去七俱胝佛巳說 )

一心奉請。南無現在七俱胝准提世尊(經云。

現在諸佛。今說是呪。念誦儀云。准提佛母。與七俱

胝佛圍繞。莊嚴寶王經云。爾時七十七俱胝佛。一時

現前。而世尊卽說是呪。此等正是現在七俱胝佛 )

一心奉請。南無未來七俱胝准提世尊(經云。

未來諸佛。當說是呪。此是未來七俱胝佛 )

一心奉請。南無東方善德佛等。十方十佛世

尊

一心奉請。南無七俱胝如來三身讚說。准提

陀羅尼(想云。法性如空不可見。常住法寶難思議。

我今三業如法請。唯願顯現受供養。下同 )

一心奉請。南無五部所攝諸陀羅尼。及十方

三世一切尊法

一心奉請。南無本尊准提菩薩摩訶薩 ( 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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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敎王經云。觀想尊字。變成大智。大智化成尊那菩

薩。七俱胝如來三身讚說。畫相有二十六臂。三面。

面各三目。金剛智不空二經。明一面三目。一十八臂。

持明藏成就儀云。若以尊那爲本部。卽以尊那爲中座。

想尊那菩薩。一十八臂。面有三目。云云。菩薩賢聖。

隨意安布。唵字爲烏瑟膩沙如來。左字爲大輪明王。

隷字爲不動尊明王。卒字爲觀自在菩薩。隷字爲不空

罥索菩薩。尊字爲本尊尊那菩薩。禰字爲金剛薩埵。

莎字爲伊迦惹吒菩薩。賀字爲縛日囉曩契菩薩。烏瑟

膩沙。所謂無相法界。卽毗盧遮那。出八菩薩上。今

此正出八菩薩名。然經以此九微妙字。成安如來菩薩

明王九賢聖者。用表尊那菩薩悲智自在。方便多門。

深懷慈愍。大現威怒。護持修行。辟除諸障。一時受化。

成菩提道。葢明著本尊喻伽觀也 )

一心奉請。南無大輪明王菩薩。不動尊明王

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觀自在菩薩。金剛手菩薩摩

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不空羂索菩薩。伊迦惹吒菩

薩。縛日囉 (二合 ) 曩契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摩訶迦葉。一切諸大聲聞緣

覺賢聖僧

一心奉請。無能勝菩薩。多羅菩薩。訶利帝

母菩薩。及一切大忿怒持明王衆 ( 此可燒香立

請。比丘不須致禮。俗衆須禮。無能勝。本是地藏菩

薩。外現佛部中大忿怒明王。自居右位。居左者爲妃。

地婆訶羅金剛智二譯。並存梵云阿鉢羅氏多。聖者多

羅。是觀音眷屬。其狀如中年女人。合掌持青蓮。微

笑鮮白衣。爲持明王也。二位各有經呪別行。訶利帝。

藥叉女也。卽鬼子母。有五百眷屬。金光明中。與四

王密跡同列。瑜伽敎王經云。時徧照金剛如來。入訶

利帝夜叉女善作歡喜衆成就金剛三摩地。出此定巳。

卽說訶利帝夜叉女眞言。其眞言法。能令諸夜叉女等。

爲持誦者皆來現前。作成就事。在輪壇中。原是忿怒

明王。今據前二譯經。同名菩薩 )

一心奉請。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王。

八部神等。二淨居天子。二難陀龍王。吉祥

宮門。持明仙衆。及此國內。名山大川。一

切靈廟。某州地分。屬內鬼神。此所住處。

護伽藍神。一切聖衆

(奉請竟。首者述請意 )　　

唯願本師七俱胝准提佛母。三世准提如來。

十方十佛世尊。不移本際。平等慈熏。來降

道場。證我行法　　

七俱胝佛母所說准提陀羅尼。中道祕要。顯

現道場。受我供養　　

本尊准提菩薩摩訶薩。大輪不動尊等同壇菩

薩。乘本願力。來到道場。神呪加持。隨心

滿願。摩訶迦葉。諸大聲聞。同運慈悲。俱

時來降　　

無能勝多羅菩薩。訶利帝母等。諸大明王。

願爲說法。授與法藥。却諸魔障。示現吉祥

梵釋四王。天龍八部。淨居天子。持明諸仙。

隨我請來。堅守道場。擁護國界。令我所修。

不違本願 (齊一禮 )

五讚歎申誠　　

( 面向法座。燒香散華。心念三寶微妙功德。又了身

口意業。充滿法界。讚歎三寶。無生無滅。無有自性。

本經無顯讚文。今取龍樹持准提明藏偈。用以讚之 )　

常以大慈悲　　調伏諸衆生　　成福功德海　　

是故我讚禮　　眞如純一理　　離慾壞諸趣　　

利生住寂靜　　是故我讚禮　　堅固持淨戒　　

證入解脫門　　住最功德剎　　是故我讚禮　　

准提功德聚　　寂靜心常持　　一切諸大難　　

無能侵害者　　天上及人間　　受福如佛等　　

遇此如意寶　　定獲大菩提　　

以此歎佛功德。修行大乘。無上善根。奉福

上界諸天。龍神八部。此土神祇。護正法者。

又爲國王帝主。土境萬民。師僧父母。知識

檀越。廣及法界衆生。願藉此善根。平等熏

修。十惡五逆三障消滅。功德智慧二種莊嚴。

開總持門。成種智道 ( 此三障消滅二種莊嚴。自

是修懺正願。若人以爲總略。或有別願。當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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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說之。但所求之事。不可增長生死。所運之心。

必須利益羣品。申竟。致禮 )

六作禮　　

(三寶體是無緣慈悲。常欲拔濟一切衆生。但爲無機。

不能起應。我旣奉請讚歎。冥應不虗。故今如對目前。

受我禮拜。燒衆名香。五體投地 )

一心頂禮。本師七俱胝佛母准提世尊(想云。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

准提佛母影現中。我身影現准提前。頭面接足歸命禮。

下去諸佛菩薩。當隨位改。如七俱胝佛。卽云七俱胝

佛影現中。云云 )

一心頂禮。過去七俱胝准提世尊

一心頂禮。現在七俱胝准提世尊

一心頂禮。未來七俱胝准提世尊

一心頂禮。東方無憂世界。善德世尊

一心頂禮。南方歡喜世界。栴檀德世尊

一心頂禮。西方名善世界。無量明世尊

一心頂禮。北方無動世界。相德世尊

一心頂禮。東南方月明世界。無憂德世尊

一心頂禮。西南方衆相世界。寶施世尊

一心頂禮。西北方衆音世界。華德世尊

一心頂禮。東北方安隱世界。三乘行世尊

一心頂禮。下方廣大世界。明德世尊

一心頂禮。上方衆月世界。廣衆德世尊

一心頂禮。七俱胝如來三身讚說。准提陀羅

尼 (三禮。想云。眞空法性如虗空。常住法寶難思議。

我身影現法寶前。一心如法歸命禮。下同 )

一心頂禮。五部所攝諸陀羅尼。及十方三世

一切尊法

一心頂禮。本尊准提菩薩摩訶薩 (三禮。想云。

爲求滅障接足禮。此是懺悔主故 )

一心頂禮。大輪明王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不動尊明王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金剛手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不空羂索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伊迦惹吒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嚩日囉 (二合 ) 曩契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摩訶迦葉。一切諸大聲聞緣覺賢

聖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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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持呪　　

此眞言道。廣大圓融。實相無相。離諸分別。

性同虗空。具足三德。不縱不橫。平等遮持。

爲功德聚。諸佛於此。不動如如。百六十心。

善超無礙。而諸衆生。不自證得。無明隨順。

三有淪胥。猶持火燼。旋轉不停。揆厥所由。

見聞爲咎。故我准提如來。悲生無際。從本

垂迹。三密頓化。跡從本垂。九字齊彰。契

理地之智色。發教門之聲緣。稱體宣流。結

成梵字。欲令衆生。開妙覺之知見。成本然

之智身。卽此見聞。而非見聞。法界色聲。

同一究竟。夫第一義理。本無聲字。而聲字

能事。爲一理門。緣聲入智。因字盡性。離

乎聲字。亦無解脫。今之行者。標心立行。

破障顯理。若不布字緣聲。入三摩地。無

由就路還家。從因證果。故此修法。隨立二

門。卽緣聲布字持。與入三摩地持。龍樹名

此爲有相持。無相持也。無相持。至第十章

明。有相持者。詳此聲字。並是色法。通爲

教體。馬鳴云。色性卽智。說名智身。天台

謂之念法門身也。念誦儀云。從頂至足。以

九梵字。安布行者身。故以   唵字布於頂。

則成一切種智也。以   折字布於兩瞳神。

則成眞俗二諦也。以    戾字布左右眼。卽

成慈悲也。以    主字布於頸喉。卽成無礙

辯也。以    戾字布左右肩。成四弘誓也。

以    准字布心。成如來藏也。以    提字

布䐡。成三三昧也。以     (莎婆)字布兩䏶。

成地波羅蜜也。(金光明云。十地脚足。天台疏。

以十度是十地脚 ) 以    訶字布兩足。是定慧

成矣。如是諸法。聚聯成身。色性旣智。智

性亦色。當此智身布成之時障於是乎破。德

亦以是顯。上冥法體。下應羣生。報智身色。

垂成於斯矣。又復應知九梵字門。入九賢聖

位。因果一合。身法相冥。卽成以如來印八

大菩薩所加持身。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稱

勝法門。葢有由矣。旣安布巳。然後聲誦。

其誦法者。先了音聲性空。字色無相。聲不

緩急。字無前後。心性無性。心不異緣。屈

曲梵聲。與九梵字歷歷分明。所布呪身。與

九聖相了了不昧。如是念持。進焉不巳。

一一辨了。無間明闇。自然卽見本尊相好光

明。眷屬圍繞。與我對坐。是爲布字緣聲持

法也 (正身威儀。燒香散華。同聲作是願言 )　　

我 ( 某甲 ) 今欲念誦。唯願本尊諸佛菩薩。

加持護念。願令速得隨意。所求悉地圓滿(三

唱竟。一禮。布字偈云。先觀圓明無相身。以唵布頂

成種智。折布瞳神二諦明。戾布兩眼慈悲視。主布頸

喉辨無礙。戾布兩肩弘誓在。准布如來密藏心。提布

䐡腰三三昧。莎婆布䏶地波蜜。呵布兩足定慧成。如

是布字想念巳。便成准提勝法門。首者作白說呪緣起)　　

爾時世尊。愍念未來薄福惡業諸衆生故。卽

入准提三摩地。說過去七俱胝佛所說陀羅尼。　　

( 衆共手結契印。口誦呪言。心存布梵。其契印法。

以二手小指無名指。相叉入掌。二中指直竪相拄。二

頭指附二中指上節。二大指附二頭指側。卽成 )

南無颯哆南 (一 ) 三藐三勃陀俱胝南 (二 ) 怛

姪他 (長引三 )

唵折戾(四)主戾(五)准提(六)莎婆訶(七)　　

 　

(壇中不便列坐。但行立誦持一百八徧。是悉地滿數。

今求三品悉地。是宜三週百八。不多不少。首者依法

持珠記數。數滿歸位。以印向頂解散。首者白聞呪證位)　　

佛說此大准提陀羅尼法時。無量衆生遠塵離

垢。得證准提陀羅尼功德。得見十方諸佛菩

薩聖衆。決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白

竟。同聲作願 )　　

我(某甲)以此念誦功德。一切衆生所修眞行。

求上中下悉地。速得成就 (三唱一禮 )

  

八修行五悔

初懺悔法。經云。無量劫來。五逆十惡重罪

消滅。則永無病苦。不墮惡趣。在所生處。

離苦得樂。親遇諸佛。成就菩提。然我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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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守迷愚。不事懺悔。則三塗百劫。墮苦無

暇。安問菩提。何從見佛。故當憶念先世罪

業。起大怖畏。發露懺悔。懺名懺謝。悔名

慚愧。求哀改過。是眞懺悔。勸請隨喜囘向

發願。亦名悔者。雖各立行。同能滅罪。勸

請則滅波旬請佛入滅之罪。隨喜則滅嫉他修

善之愆。囘向則滅倒求三界之心。發願則滅

修行退志之過。竭盡三業。不惜身命。泣血

雨淚。披露罪根。法華三昧云。業性雖空。

果報不失。顛倒因緣。起諸重罪。流淚悲

泣。口宣懺悔 ( 先普懺。想云。我及衆生。無始

常爲三業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要。但順

生死。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一切衆生。同爲一

切重罪所障。今對准提菩薩尊前。普爲衆生。歸命懺

悔。唯願加護。令障消滅。想巳。唱云 )　　

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悉願斷除三障。

歸命懺悔 ( 唱巳。五體投地。復爲自懺。想云。我

與衆生。無始來今。由愛見故。內計我人外加惡友。

不隨喜他一毫之善。唯徧三業廣造衆罪。事雖不廣。

惡心徧布。晝夜相續。無有間斷。覆諱過失。不欲人知。

不畏惡道。無慚無愧。撥無因果。故於今日深信因果。

生重慚愧。生大怖畏。發露懺悔。斷相續心。發菩提心。

斷惡修善。勤策三業。翻昔重過。隨喜凡聖一毫之善。

念十方佛。有大福慧。能救拔我。及諸衆生。從二死

海置三德岸。從無始來。不知諸法本性空寂。廣造衆惡。

今知空寂。爲求菩提。爲衆生故。廣修衆善。徧斷衆惡。

唯願准提慈悲攝受。想訖。唱云 )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 ) 等。與法界一切衆生。

現前一念。廣大圓明。具諸總持安住祕藏。

良由無始。隨順迷流。障此圓明。失守祕藏。

六根六塵。交生染著。循環三界。無暫停時。

爲身口意。無惡不造。恣殺生命。偷盜邪淫。

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欲瞋恚。邪見愚癡。

如是十惡。自作教他。隨喜惡人。讚歎惡法。

重以起猛惡心。造無間業。弒父害母。殺阿

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又復縱狂迷想。

開結使門。邪徤保常。世聰增慢。不信方等。

互用招提。於諸佛所。法說非法。非法說法。

於諸衆生。有德失德。非寃稱寃。出世法律。

不樂奉持。治世倫常。至乖訓教。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捨茲形命。當墮惡道。唯我

七俱胝佛母准提世尊。愍念我故。入三摩地。

說此准提。大陀羅尼。若有衆生。能誦持者。

十惡五逆。悉皆消滅。故於今日。依法修行。

奉對懺悔。不敢覆藏。仰願　　

本尊准提菩薩摩訶薩。具足五眼。眞實見知。

十八變手。慇懃加護。先令夢中。得見聖衆。

口吐黑物。身現吉祥。次入三摩。速圓悉地。

十度普攝。定慧現前。所有業障。當下消除。

一切惡報。未來不受。三有永離。諸根畢靜。

迷流妙湛。心月圓明。同佛受用。開總持門。

與諸衆生。終歸祕藏 (此文與上普懺。及下四悔。

俱宜三說。若時促者。夜三或可一說。晝三幸勿簡略。

說竟。起身唱結 )　　

懺悔巳。歸命禮三寶 (一禮 )

  -次勸請法 (燒香互跪 )　　

我 (某甲 )。至心勸請。十方一切佛。現前得

道者。今請轉法輪。安樂諸羣生。十方一切

佛。若欲捨壽命。我今頭面禮。勸請久住世　　

勸請巳。歸命禮三寶

  -次隨喜法　　

我 (某甲 )。至心隨喜。所有布施福。持戒修

禪行。從身口意生。去來今所有。習學三乘

人。成就三乘者。一切凡夫福。皆隨而歡喜

隨喜巳。皈命禮三寶

  -次囘向法　　

我 (某甲 )。至心囘向。我所有福德。一切皆

和合。爲諸衆生故。正迴向佛道。罪應如是

懺。勸請隨喜福。囘向於菩提。及眞如法界

囘向巳。皈命禮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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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發願法　　

我 (某甲 )。至心發願。願諸衆生等。悉發菩

提心。定慧常現前。證地波羅蜜。願我命終

時。往生安樂剎。得記還娑婆。教化諸衆生

發願巳。歸命禮三寶

九行道旋繞　　

( 正身威儀。右繞法座。燒香散華。徐步安庠。觀前

所修供養禮拜誦持五悔等。一一性空。了無所得。舉

足下足。不住行相。香光莊嚴。影現十方。心想如夢。

梵聲如嚮。同作契唄 )

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南無七俱胝佛母准提佛

南無七俱胝佛母准提陀羅尼

南無本尊准提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        南無大輪明王菩薩　　

(或三稱。或七稱。還至像前 )

自皈依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無礙

和南聖衆

十入三摩地　

　

行者禮懺訖。應出道場。別於一處。身就繩

牀。入三摩地。念誦儀云。端身閉目。澄心

靜慮。當於胷臆。炳現圓明。如滿月相。而

於圓明中布唵字。餘八字右旋布於定中。旣

不散動。卽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卽畫一○

相。隨而思惟字母種性相義。   唵是一切

法本不生義。亦是三身義 ( 此是不空譯。據果

義也 ) 又流注不生滅義。亦是最勝義 ( 流注。

卽微細煩惱。此金剛智譯。據因義也 )     折是無

行義。(金譯 ) 又一切法不生不滅義。(不譯。

此以寂止爲行 )      戾是無相義。     主是

無起住義。     戾是無垢義。     准是無

等覺義。   提是無取捨義。     莎婆是

平等無言說義。    訶是無因寂靜。無住

涅槃義。此○明相。此九梵字。與今家十

乘。更無差忒。言十乘者。初觀不思議境。

二眞正發菩提心。三善巧安心止觀。四破法

徧。五識通塞。六調適道品。七對治助開。

八知位次。九能安忍。十離法愛。今輙釋其

意。眞言九字。卽依不思議觀境。發菩提心

等九法乘也。以初○相。是其理境。圓明絕

待。本不生滅。無行。無相。無起。無垢。

無等。無取。無言。無住。然九字眞詮。相

由以進。由本不生。卽得無行。以至由無言

說。卽得雙忘因果。般若相應。以無所得。

而爲方便。入勝義實。則證眞如。無斷無

續。圓轉無端。是爲初旋陀羅尼門。○相如

車體。方便如具度。若能如是修行。定慧現

前。證地波羅蜜。疾至無上正等菩提。故知

○相與九梵字。十乘意備。復次此法。先令

行者自誓菩提心。於四威儀。發四弘誓。莊

嚴三業。乃至菩提道場。若非依○理。豈

離縛脫。依理興誓。得名眞正。初不思議

○境。卽菩提本。後之八字。成菩提法。

故以    字布於○中。而餘八右旋。周布

輪緣 ( 去聲 )。應知此經。純明菩提之行。

又復此眞言道。部在密圓。十法成乘。教是

顯圓。顯密有殊。圓觀理等。今之觀法。顯

密圓修。仍有二種。謂有相無相。有相顯法

門身。前巳略明。無相觀實相身者。初○相

是不思議境。秪就一念。炳現圓明。雖具十

界百界千如。不生不滅。亦非因果。法界一

實。平等如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祕

密示。及顯了詮。皆不可以識識。烏得以言

言。是爲不思議○相也。    字是發菩提心

者。旣深識圓明不思議境。復思一切衆生念

念皆爾。知一苦一切苦。自悲昔苦。悲他亦

然。卽起大悲。興兩誓願。一切法本不生

故。度本不生之衆生。流注不生不滅故。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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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不滅之煩惱。知一樂一切樂。我及衆生

昔雖求樂。不知樂因。今始方解。故起大慈

興兩誓願。學最勝無量法門。成三身無上佛

道。如此慈悲誓願。與上圓明境智。非前非

後。同時俱起。故曰唵字布中。是爲一切流

注法本不生。及最勝三身義。   字止觀巧

安者。上深達圓明境智。博運廣大慈悲。今

行行填願。行卽止觀。須用不二止觀。安於

法性。使寂照不二。是行卽無行義。又以寂

止法安心者。諸法生滅。今體其實。生唯法

性生。滅唯法性滅。常是法性。無不法性

時。是一切法不生不滅義 。    字是破徧

者。理若未顯。由三惑覆。當觀此惑本空。

觀智亦絕。是無相義 。   字識通塞者。若

著此能觀。則於通起塞。識此通塞。則無起

住義。   字是道品者。觀雖無相。證由道

品。品未調適。未離染垢。品次相生。是無

垢義。   字是對治助開者。蔽資理惑。不

顯眞如。事度助開。見齊妙覺。是無等覺

義。   字是知位次者。乍息麁心。謂爲深

詣。若知圓位。免增上慢。不推聖境。是無

取捨義。   字是能安忍者。名利眷屬。三

術離之。於違順境。安然不動。是平等無言

說義。   字是離法愛者。行上九事。過內

外障。若起法愛。著靜似因。無住風息。若

離此愛。發眞中道。自然流入薩婆若海。是

爲無因寂靜無住涅槃義。上根觀境。卽入初

住。或內外凡。中根二至七。下根盡用。全

性起修。全修在性。統唯一實。故名眞實相

也。此無相行。與上有相行。相須而進。若

行立誦持。若却坐思惟。不思議○觀。未始

暫離。是名依教修行。故前立布字法門。今

示十乘實相。此十乘相。卽所布法。旣令依

教修行。卽名字修相。專注觀行。成一切悉

地。卽觀行修相。以方便慧。入勝義實。卽

相似修相。定慧現前。證地波羅蜜。乃至無

上菩提。卽分滿證相。又復行者未能修上二

法。但當深信。斷諸疑心。誦此陀羅尼數十

萬徧。先見種種罪滅清淨之相。爾乃進此二

法。自然任運流入。而無阻滯矣。故知初心

習行。入門多種。妙悟之時。理應兩捨

  

分持明驗相第五　

　

持驗之相。有乎二種。一者先行。二依法誦持。

先行者。謂但能口誦。未起觀解。然能滿十

萬徧者。卽得夢見諸佛聖賢。口吐黑物。若

有十惡業罪不得見者。更誦十萬。卽夢境中。

或見諸天堂寺。或與天女娛樂。或登山渡海。

或騰空浴池。或食酪飯。或飲甘露。或陞座

說法。或乘船遊嬉。或見沙門居士。或見日

月男女。或鬬勝黑夫。或怖走牛馬。種種罪

滅清淨之相。設有五逆極重之障。未能豫見

吉祥之相。更加七十萬徧。決定得見如前相

貌。此滿九十萬徧乃得見相。葢據具有五逆

十惡罪者。法華三昧云。若得種種諸靈異好

夢。是下品戒根淨相也。次依法誦持有二種。

一緣聲布字持。二入三摩地持。是二求世間

出世間悉地。無不成就。初緣聲布字持者。

行者用陀羅尼九字。布安於身。卽成以如來

印八大菩薩所加持身。其身卽是准提佛母。

金剛不壞。滅除一切業障。積集無量福德。

故誦滿三十萬徧者。卽得金剛手菩薩攝往自

宮。(此金剛手。卽八菩薩之一。謂金剛薩埵上師也。

正法念經云。昔有國王夫人生千子。欲試當來成佛之

次第。故俱留孫探得第一籌。釋迦當第四籌。乃至樓

至當千籌。第二夫人生二子。一願爲梵王。請千兄轉

法輪。次願爲密跡金剛神。護千兄教法。又如來不思

議密大乘經持國輪王先行品同。凡諸密部。是其請說。

手擲金剛杵。亦謂之執金剛。今地婆訶羅初譯云。金

剛主。亦云金剛手。金剛智再譯云金剛藏。不空三譯

云金剛手。名出不同。實則一位。祕密三昧大教王經云。

若入阿脩羅宮。能現一切幻化事。能作一切調伏法也)

誦滿六十萬徧者。得見觀自在菩薩。金剛手

菩薩。多羅菩薩。隨心滿願。若滿百萬徧者。

諸佛菩薩爲其說法。常得隨從。亦得往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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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淨土。歷事諸佛。親聞妙法。又誦一俱胝徧者。不轉肉身。往兜率宮。

隨彌勒菩薩。聽聞正法。得不退轉。或得無能勝菩薩。願爲說法。訶

利底母。授與法藥等。是皆行立誦持。不入三昧。但依法布字緣聲誦

持者。故法華安樂行。不入三昧。但行立誦持。亦得見普賢上妙色像也。

入三摩地持者。專注觀行。入三摩地。端身閉目。澄心靜意。當於胸臆。

炳現圓明。猶如滿月。於圓明中。思惟唵等九字種性。入旋陀羅尼門。

必當得見本源清淨之心。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定慧現前。證入十地也。

法華三昧云。行者於行坐念誦之中。身心寂然。猶如虗空。入諸寂定。

於正慧中。面見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而自圍繞。以一

切衆生所喜見身。現其人前。是人以見普賢菩薩故。卽得三昧。及陀

羅尼。三昧是定。陀羅尼是慧。卽是定慧二根淨相也。更須委檢蘇悉

地經三品悉地

准提三昧行法 (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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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呪同譯

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唐武周沙門地婆訶羅譯。今懺本承

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天竺三藏金剛智譯

娜麽颯哆喃(一)三藐三勃馱俱胝喃(二)呾姪他(三)唵(四)折隸(五)

注隸 (六 )准提 (七 )莎縛 (二合 )訶 (八 )

七俱胝佛母所說准提陀羅尼經。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譯　　

曩謨颯多(引)南(引)三藐三沒馱(引)俱(引)胝南(引)怛儞也(二

合 )佗 (引 )唵者禮主禮准泥娑縛 (二合 )賀 (引 )     

七俱胝佛神呪。宇文周北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載種種雜呪經。　　

納莫颯多喃（去）三藐三佛陀俱胝南（去）怛姪他　唵　折麗　主麗　

准第莎訶

七俱胝佛呪。三藏法師玄奘譯。載呪五首經　　

納莫颯多喃 ( 去 ) 三藐三勃陀俱胝南 ( 去 ) 怛姪他　唵折麗主麗准第莎

訶

七十七俱胝如來同說陀羅尼。山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宋西天中印度惹

爛馱囉國三藏沙門天息灾譯

曩莫(入聲)(一)　颯鉢多(二合)(引)喃(引)(二)　三藐訖三(二合)

沒馱(三 )　句 (引 )致喃 (引 )(四 )　但儞也(二合)他 (去聲 )(五 )　

唵 (引 )左隸 (引 )祖隷 (引 )噂 (上聲 )禰 (引 )(六 )　莎嚩 (二合 )

( 引 ) 賀 ( 引 )( 七 )

佛說瑜伽大教王經眞言變化品云。爾時世尊入等虗空大海變化神通三昧

三摩地。出此定巳。從三金剛。說此大尊那菩薩眞言。宋中印土沙門法

賢譯

那莫颯鉢多 (二合 )( 引 ) 曩 ( 引 )( 一 )　三藐訖三 (二合 )沒馱 (引 )

酤 (引 )致 (引 )曩 (引 )(二 )　怛   (切身 )他 (引 )(三 )　唵(引 )

左隸 (引 )祖隸 (引 )尊禰 (引 )莎嚩 (二合 )( 引 ) 賀 ( 引 )( 四 )

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呪。大夏天慶間。蘭山崇法禪師沙門金剛幢譯定。

密呪圓因往生集　　

捺麻薩不怛 ( 二合 ) 喃 ( 引 ) 薩滅三莫  光 ( 引 ) 低 ( 引 ) 喃 ( 引 ) 怛

涅達　唵　桚令足令　尊寧莎 (引 )訶 (引 )　　

准提三昧行法附呪 (終 )

註：

校對依據《大日本續藏經》第壹輯第貳編•第壹冊《准提三昧行法》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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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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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s for Bodhisattvas 
Spoken by the Buddha   (Part VII)

By Achar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on July 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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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上師的意行
Learn and follow the teachings 
and actions of the teacher

吉美林巴大師在《功德藏》中說：「如依勝

池之天鵝，蜜蜂品嘗花汁味，恆時相處稀奇

行，無有疲厭持師意，信心近取得功德。」

他說，就像在一個勝妙水池裏面的天鵝，它

不會攪混池水，而是在其中盡情享受；就像

蜜蜂飛入花叢當中，它不會損壞花朵，而是

吸取花中的精華。同樣的，我們也應該沒有

疲厭地、歡喜踴躍地受持上師的意趣，依教

奉行。依靠信心和精進，讓上師心中的智慧

功德能夠融入自己的心中，就像一個瓶中的

甘露倒到另外一個瓶中一樣。

As Rigdzin Jigme Lingpa stated in the Treasury 
of Precious Qualities:
"Like swans that swim in a gorgeous pool,
Like bees gathering nectar from the flowers,
It is rare to accompany the teacher all the time.
Be tireless in following the teacher's teachings,
To taste, through faith, his perfect qualities."
He states that just like the swans swimming 
in a gorgeous pond will not roil the water but 
enjoy being in the pond, and like the bees 
flying into the flowers will not damage them 
but gather their essence, we should follow 
the teacher's teachings tirelessly, joyfully and 
enthusiastically, and act accordingly. We should 
let the wisdom and qualities in the teacher's 
mind into our own through faith and diligent 
practice, like pouring the nectar from one bottle 
to another.

法王如意寶曾經說過，真正利益衆生的上師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時，弟子都不能放過，不

管是以人力還是財力，都應跟上師結上緣。

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之後，在大海沒有乾涸

之前它就不會滅盡一樣；如果在上師的任何

一個善根中，我們能夠與之結上緣，那自己

的發心水滴已經融入到上師廣大無邊的功德

海當中，這樣的話，我們的善根永遠也不會

窮盡。可見，這樣的功德遠遠超過以自我爲

中心而造作的善根。

H.H. Jigme Phuntsok Rinpoche once said 
that for a master who truly intends to benefit 
all beings, no matter what he is doing, the 
disciples should not waste such an opportunity 
and should try to get involved by all means, 
physically or financially. Like a drop of 
water having entered the ocean will not 
evaporate before the ocean dries up, if we 
can get involved in any virtuous activities of 
the master, the waterdrop of our aspiration 
will enter into the vast ocean of merits of the 
master, and consequently our merits will never 
be exhausted. It is clear that such merits are far 
greater than the self-centered ones.

所以上師們在行持廣大的菩薩行爲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隨分隨力地去參與上師的弘法利

生事業。在《阿毘達磨俱舍論卷第十六•分

別業品第四之四》中，世親菩薩曾以比喻如

是開示共業之相：「軍等若同事，皆成如作

者。」這就是共業的力量。上師的發心、上

師的功德是無比巨大的，雖然我們的力量

非常小，但是如果把自己的一點點小小的力

量，融入到上師的弘法利生事業當中去，那

麽上師所獲得的無量無邊的功德，我們同時

也可以全部得到。

So, when the masters are carrying out the great 
Bodhisattva deeds, we shoul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nd our capabilities, participate 
in their causes of spreading the Dharma and 
benefiting all beings. In Section 4.4 of the 
Chapter of Karma and Causality in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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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of the Abhidharmakośa-kārikā (or Verses 
on the Treasury of Abhidharma), Bodhisattva 
Vasubandhu described collective karma with 
a metaphor as follows: "When the soldiers 
in a troop set out to do one thing together, all 
of them equally share the retribution as the 
ones who actually do it." This is the power of 
collective karma. The aspiration and the merits 
of the master are incomparable. Although our 
power is very little, if we can add our little 
power into the master's causes of spreading 
the Dharma and benefiting all beings, we will 
simultaneously obtain the same limitless and 
boundless merits as the master.

有一個比喻講，有一匹千里馬，它跑得非常

快，一天可以跑一千里；有一只蒼蠅，它如

果要飛一千里，可能就死掉了。但是，它有

個方法可以很輕鬆地走一千里，那就是停在

馬背上，當這匹馬跑一千里的時候，這只蒼

蠅同時也已經「跑」了一千里。這是以前一

位藏族的上師所講的比喻。

There is a metaphor. Suppose there is a swift 
horse that runs so fast that it can run a thousand 
miles in one day. Suppose there is also a fly. 
If it tries to fly one thousand miles, it might 
die in the end. However, there is a way for the 
fly to travel one thousand miles easily, that is, 
it can ride on the back of the horse. When the 
horse has run 1,000 miles, so has the fly. This 
metaphor was told by a Tibetan lama.

不過現在這個時代，我覺得可以把這個比喻

稍微改一下。如果這只蒼蠅夠福報、夠聰明，

它可以偷偷地溜上飛機，那它就會更舒服地

飛得更遠。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可以把

上師比喻成飛機。

But I think we can slightly change this 

metaphor in this modern time. If the fly has 
sufficient merits and is smart enough, it can 
sneak into an airplane so as to travel even 
farther and more comfortably. I think we can 
compare the master to the airplane today.

所以，我們也是這樣，上師們做任何功德，

我們都要參與一點點，盡我們的能力。這樣

我們這只「蒼蠅」就坐上了「飛機」，就可

以很輕鬆地到達很遠的地方。

This is true for us too. Whatever meritorious 
activities our masters are doing, we should 
participate as much as we can. Like a fly riding 
an airplane, it would be fairly easy for us to 
reach a very distant place.

正如吉美林巴大師在《功德藏》裏講的：「決

定行持善法者，勝師廣積二資時，彼中皆能

結上緣，役使信使清掃等，極勞具果勝資

道。」皈依處和積累一切資糧的無上福田，

沒有比上師更爲殊勝的。

As stated in the Treasury of Precious Qualities 
by Rigdzin Jigme Lingpa: 
"For those aspired to engage in the actions of 
enlightenment,
When seeing virtuous teachers accumulating
both merits and wisdom,
We should try to be involved in their work,
Even just by carrying messages or sweeping 
the floor.
Tasks like these bear supreme merits
Which  wi l l  he lp  us  en ter  the  Pa th  o f 
Liberation."
Therefore, nothing is more extraordinary than 
the masters in terms of refuge and the supreme 
field for accumulating all me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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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如法依止善知識的關鍵是信心
Faith ─ the key to following the 
teachers in the correct way

在《普賢上師言教》裏以教證理證闡述

了上師即是一切三寶的總集，書中說：「上

師本是三世諸佛之本體，身爲僧的本體，

語爲妙法的本性，意即佛的本體，可見

上師是三寶的總集……如頌云：『上師

即佛亦即法，如是上師即僧衆，一切能

作乃上師，師爲具德金剛持。』」又說：「上

師攝受了我們這些甚至賢劫千佛也未曾

調化的濁世衆生，從慈悲與恩德的方面來

講，上師已勝過了諸佛。」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the master 
is described as the union of the Three Jewels 
through reasoning and quoting from Buddhist 

scriptures. It says: "The teacher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uddhas. His body represents the Sangha, his 
speech represents Dharma, his mind represents 
the Buddha, so the teacher is the union of the 
Three Jewels...." As the Buddhist verses say: 
"The teacher is the Buddha；the teacher is 
Dharma；the teacher is also the Sangha; the 
teacher is the one who accomplishes everything. 
The teacher is Glorious Vajradhara." It also 
says that, "Since the teacher takes us, whom 
none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f the Good 
Kalpa could save from this sinful world, as his 
disciples, his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have 
exceeded that of all the Buddhas."
所以說，上師的功德跟一切諸佛是無二無別

的，但是上師的恩德超越一切的諸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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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西藏高僧耶西尊珠所著的《菩提道次第

甘露藏》中也說：「非但如此衆依怙，體性

等同勝者佛，聖法甘露恆引導，慈恩遠勝一

切佛。」

So, the qualities of our masters are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ll Buddhas, but the kindness 
of our masters to u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all 
Buddhas. It is also stated in the Essence of 
Nectar-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written by the Tibetan senior master Yeshe 
Tsondrü: "The followers rely on the master, 
who is equal to the Buddha in true nature. He 
constantly guides his disciples using the nectar 
of the holy Dharma, and his kindness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all Buddhas."

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輪迴當中，如果沒有上

師來救度我們，我們怎麽辦？可能會永遠處

在黑暗、輪迴和痛苦之中。我們雖然有佛像，

有經書，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跟佛陀直接溝通，

沒有辦法自己看懂經書的真正含義。如果沒

有上師，我們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脫的。

上師就是我們最殊勝的一個對境，如果對上

師具足信心，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證

悟和成就。

Imagine what we would do if our masters did 
not come to help and save us from Samsara? 
We would likely stay in the darkness, the 
circle of birth and death and sufferings forever. 
Although we have Buddha statues and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we cannot communicate 
d i rec t ly  wi th  the  Buddha,  nor  can  we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scriptures. 
Without our master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be truly freed from Samsara. The 
masters are the supreme object for our practice. 
If we have full faith in our masters, we can 
attain enlightenment and Buddhahood with no 

difficulty.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佛陀時代，在佛陀經常講法的王舍城外，有

一座住著一百多位僧衆的松寺。離松寺不遠

的村莊中，有一位虔誠的在家女居士，她對

佛法非常有信心。爲了能夠每天聽聞正法，

她祈請松寺每天都派一位比丘前往她家應

供，而且在供僧之後，她總是至誠地恭請法

師開示佛法。所以松寺裏的僧衆都知道這位

非常虔誠的、具有相當聞思修功夫的女居士。

At the time of the Buddha, there was a 
monastery cal led Pine Monastery with 
over 100 resident monks in the suburbs of 
Rajgir where the Buddha often gave Dharma 
teachings. In a village near Pine Monastery, 
there was a devout Buddhist lay woman who 

經
論
聞
思

32



had great faith in Buddhism.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Dharma teachings everyday, 
she asked Pine Monastery to send a Bhikshu 
each day to her house to receive her offerings. 
After the offering, she always earnestly asked 
the Bhikshu to give her Dharma teaching. So, 
all the monks in Pine Monastery knew that this 
devout lay woman was quite experienced in 
hearing, contemplating and practicing Dharma.

有一天，輪到一位才出家一天的老比丘——

摩訶羅比丘，前去應供。雖然他還沒開始學

佛，但看起來很像一個資深的比丘。他知道

自己一無所知，非常害怕去見這位精通很多

佛理的女居士，但是又不能違背寺中的安

排，只好腳步沉重地走向女居士家中。

One day, it was the turn of an old Bhikshu to 
receive the offerings from her. His name was 
Mahara and he just became a monk for one 
day. Though he appears to be a senior Bhikshu, 
he hadn't started learning the Dharma yet. 
Knowing his ignorance, he was afraid to meet 
the lady who was proficient in Dharma, but 
he couldn't go against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onastery. With no choice, he tramped over the 
path toward the woman's house.

女居士看到一個看起來非常資深的老比丘過

來，就非常有信心。她恭敬地用非常豐盛的

飲食來供養摩訶羅比丘。等老比丘享用完了

以後，這位女居士就在老比丘面前頂禮，祈

求他開示佛法。所以有一句話叫「天下沒有

免費的午餐」。這個供養也不是那麽好受的

呀！你享用完美食就得要開始傳法。

Seeing the old Bhikshu, the lady had great 
faith in him because he appeared to be a 
senior practitioner. She respectfully offered 
Bhikshu Mahara a very abundant meal. After 

he finished eating, the woman prostrated before 
him and asked him to teach Dharma. This is 
calle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It is not so easy to receive offerings. After 
enjoying a nice meal, you have to give Dharma 
teachings.

老比丘左右爲難，剛才所有的美味佳餚，這

個時候就感覺很不好了。因爲他昨天剛出

家，還沒有聽過任何的教法。然後，他就在

座位上苦思冥想，到底講些什麽好呢？（衆

笑），就像我一樣。這個老比丘想了很長時

間，最後他講了兩個字：「苦啊！」

The old Bhikshu fell in a dilemma. The 
delicious meal he just had wasn't  feeling very 
nice any more at this moment. Because he was 
ordained just one day ago and hadn't listened to 
any teachings, he sat there and started racking 
his brain for what to say next. (The audience 
laughed.) Just like me now. This Bhikshu 
thought for a long time, and finally came up 
with two words: "So painful!"

因爲這位女居士認爲這是一位非常資深、修

行非常好的老比丘，所以她非常具備信心和

恭敬心，甚至已經把這位老比丘觀想成是佛

菩薩一樣的。然後聽到老比丘講「苦啊」這

兩個字的時候，就馬上回憶起輪迴痛苦的教

法，非常強烈地生起了出離心；然後再思維

苦的真理，竟然當下就證得了初果，然後就

進入了一種甚深的禪定。

The lady regarded him as a great senior old 
Bhikshu with good Dharma practices, so she 
had extraordinary faith and reverence. She was 
even visualizing this old Bhikshu as a Buddha 
or Bodhisattva. When she heard him saying "So 
painful", she instantly recalled the teachings 
about sufferings in Samsara and renun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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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se very strongly. She contemplated on the 
truth of suffering, and unexpectedly attained 
Srotapanna (the First Stage of Enlightenment) 
at the moment. She then went into a deep 
meditation.

這個老比丘看到女居士進入禪定，就趕緊逃

回寺廟裏去了。女居士出定後看到老比丘不

見了，以爲他顯神通飛走了呢，就取了一件

殊勝的供品追去松寺答謝恩師令她證悟初

果。

Seeing the woman entering meditation, 
the old Bhikshu ran away hastily back to 
the monastery. The woman found that the 
old Bhikshu was gone after emerging from 
meditation and thought he flew away with 
supernormal power. She went after her teacher 
with an extraordinary offering all the way to 
Pine Monastery to thank him for helping her 
attain the enlightenment of Srotapanna.
這就是「摩訶羅者老年修，受供人愚說法愁；

自歎無知生苦惱，恭聆此語證初流」的故事。

所以最重要的是弟子的信心。如果弟子具備

信心，哪怕上師只講兩個字他也會開悟的。

我講了這麽多，你們有人開悟了嗎？哈哈，

開玩笑的（阿闍梨笑）。所以我們要獲得成

就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信心。

This is the story of "Mahara started practicing 
Dharma at an elderly age. This clumsy 
offering receiver worried about having to 
teach in return. While he was distressed at 
his ignorance, the respectful listener attained 
Srotapanna". That's why the disciple's fai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If the disciple has faith, 
he will attain enlightenment even if the master 
only says two words. Since I have said so 
much, have any of you attained enlightenment? 
Just a joke. (The Archarya laughed.) So the 
most important key to enlightenment lies in our 
faith.

在《普賢上師言教》當中有另外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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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there is 
another story that can prove this also.

以前在西藏有一個老太太，她的兒子經常去

印度做生意。這個老太太託付兒子說：「你

要幫我帶回來一件聖物，佛陀的聖物，我要

好好地來供奉。」老太太託付了很多次，他

的兒子卻每次都忘記了，一直都沒有帶給老

母親。

There was an old lady in Tibet whose son 
frequently went to India for business. The 
old lady said to her son, "Can you bring me a 
sacred object of the Buddha for me to enshrine 
and worship?" She asked her son many times, 
but he forgot every time and returned with 
nothing for his old mother.

有一次兒子又要去印度了，老母親說，你這

次一定要幫我帶回來，否則我就自殺在你面

前。可是這個兒子呢，回家的時候又忘記了

給母親帶佛陀的聖物。他想：「這回不好了，

老母親肯定會自殺的。」正著急呢，他忽然

看見路邊有一具狗的屍體，于是就在狗的屍

體上拔了一顆牙齒下來。然後他又用非常好

的哈達包起來，回到家跟母親說，這就是佛

陀的牙齒。

One day, the son was going to India again and 
his mother said to him, "This time you must 
bring something back, or I'll kill myself in front 
of you." But the son forgot again about bringing 
his mother a sacred object of the Buddha when 
he returned home. He thought to himself, "This 
is no good. My mother will surely kill herself." 
Right when he was worried, he suddenly saw 
a dog's dead body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He 
pulled out a tooth from the dog's body, and 
wrapped it with a very nice Hada scarf. Upon 

arriving home, he told his mother that it was a 
tooth of the Buddha.

這個老母親非常地有信心，她把這個牙齒供

奉在佛堂上，每天非常恭敬地頂禮供養，就

像對著真正的佛陀一樣，每天具足信心地祈

禱。後來，這枚狗牙上面長出無數的舍利。

最後在老太太臨終的時候，也出現了彩虹光

環等很多解脫的瑞相。  

The mother enshrined the tooth in the prayer 
hall with great faith and worshiped it every day 
by prostrating before it and making offerings to 
it very reverently, as if she was facing the real 
Buddha, and prayed to it with complete faith. 
Later, there were many relics growing out of 
this dog tooth. At last when the old lady was 
dying, there were many auspicious signs of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such as rainbows and 
halos.

以上這兩個公案都充分說明信心的重要性。

如果你具備信心，那麽佛陀的加持力可以通

過任何的管道到達你身上；所以信心是我們

獲得一切成就的關鍵。

These two stories fully show the importance of 
faith. If you have faith, the blessings from the 
Buddha will reach you by any means. So faith 
is the key to our attaining all accomplishments.

（未完待續   To be continued）

掃描二維碼，可以從喜馬拉雅下載中文版《佛說
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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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之尊名一入耳，終破累劫心愚闇，

祈汝文殊勇猛尊，普降善妙瑞花雨。

人品賢善戒清淨，無垢智慧處善學，

具緣三世佛之子，乃吾究竟之心友。

云何人品爲賢善，心地善良諂誑少，

溫良慮遠性穩重，量大識廣唯此是。

云何持戒得清淨，於諸經論之所出，

一切取捨護如眼，於此濁時雖極難，

然於小大密自教，直接障礙究竟果，

根本墮罪於自續，恆勤勵力勿染沾。

云何智慧得無垢，日日於真教授處，

履行聞思修精進，以此速當得菩提。

未得妙道初業者，空修闇中放蕩者，

耽著言說詡智者，見此將成消毒藥。

述此爲於自心修，亦爲利益諸心友，

淨心良言善根力，願衆等同妙吉祥。

此具八吉祥相數目之頌文，於大密虹身成就靜處安住之會衆爲

主，凡欲遵吾教實行者，再三恭請心中持文後領取其義。土蛇

年三月十六日，阿旺洛珠宗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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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轉載自益西彭措堪布官方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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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藏菩薩是受佛陀囑託來照顧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衆生的「代理佛」，

同時又是「財神之王」，是增益法的本尊，可以增長一切美好的東西。

《地藏十輪經》謂其「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祕藏」。

農曆七月二十九是地藏菩薩的聖誕，下面讓我們來聆聽智廣阿闍梨關

於地藏菩薩的開示。

■
 

智
廣
阿
闍
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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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開示

一、爲什麽要供奉地藏菩薩

今世無佛，地藏當班

我對地藏菩薩有很大的信心，無論安住在哪

裏，我都要供奉地藏菩薩。對於現在這個時

代的衆生，地藏菩薩有很大的加持力。因爲

在《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裏，佛曾付囑地

藏菩薩：「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勤付

囑。令娑婆世界至彌勒出世已來衆生。悉使

解脫永離諸苦遇佛授記。」地藏菩薩受佛陀

的囑託，在佛陀示現圓寂以後，直至彌勒佛

出世以前，都由他來照顧我們所有的衆生。

雖然佛本來都是不生不滅的，但是顯現上來

說，由於跟衆生因緣的關係，緣盡時，他就

會示現圓寂。所以顯現上釋迦牟尼佛已經下

班了，下一位彌勒佛還沒上班，現在是地藏

菩薩值班的時候。《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中記載：「爾時世尊而說偈言。現在未來天

人衆，吾今殷勤付囑汝，以大神通方便度，

勿令墮在諸惡趣。」地藏菩薩是受佛陀的囑

託來照顧我們這個時代的衆生的，顯現上，

現在是地藏菩薩跟衆生的緣分最成熟的時

候。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供奉、祈禱地藏菩

薩，讀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念地藏

菩薩名號、呪語等等，就會得到很大的加持，

這是佛陀親口授記的。

供奉地藏菩薩得十種利益

以前，我曾經從頭到尾完整地講過一遍《地

藏菩薩本願功德經》，是在一個居士家裏，

大概每個星期天講一次，講了將近一年。來

聽課的很多都是老年人，因爲他們聽不懂普

通話，所以我就用寧波話講。

我對地藏菩薩應該說是很有感情的，很早就

開始供奉地藏菩薩。在《地藏菩薩本願功德

經》裏說，在家宅南方的清潔之地做佛龕供

奉地藏菩薩像，燒香供養，瞻禮讚歎，就可

以獲得十種利益。

哪十種利益呢？經云：「一者土地豐壤。二

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生天。四者現存益壽。

五者所求遂意。六者無水火災。七者虛耗辟

除。八者杜絕惡夢。九者出入神護。十者多

遇聖因。」

供奉地藏菩薩可以令土地豐饒，家宅永遠平

安，所有的祖先不用超度，自然升天，而且

活著的人也會吉祥如意，所有的心願都可以

實現，也不會發生水災、火災，不會浪費、

虛耗財物，也不會做惡夢，不管去哪裏，都

會有護法神來保護你，而且可以經常遇到佛

法，遇到解脫的緣分。

所以，我們只要供奉地藏菩薩像，就可以得

到這十種利益。這非常簡單，但是利益是無

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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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要佈置佛堂，最好供奉一尊地藏菩薩。在家裏和公司裏，在

南邊清潔之地供奉地藏菩薩，可以改變風水，有很多好處，同時地藏

菩薩也是最大的財神。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云：「讀是經一遍。東西南北百由旬內無諸

災難。」讀此經一遍，一百由旬之內就不

會有災難了。如果我們去一個新的地方，

或者搬家，能供奉地藏菩薩像，念《地藏

菩薩本願功德經》是非常吉祥的。

供奉地藏菩薩即得堅牢地神護持

地藏菩薩有一個護法神，也是最厲害的土

地神，他就是堅牢地神。堅牢地神在經中

發願護持修行地藏法門的衆生，他說：「世

尊。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所

住處有此經典及菩薩像。是人更能轉讀經

典供養菩薩。我常日夜以本神力衛護是人。

乃至水火盜賊大橫小橫。一切惡事悉皆消

滅。」

其實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離開當地土地

神的支持。如果你供奉地藏菩薩，而且能

夠讀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堅牢地

神會護持你，會令一切惡事消滅，那麽你

所在的這個地方就會吉祥如意，你做任何

事情都會吉祥如意。

堅牢地神的神力超過一般的土地神百千倍，

非常厲害的，所有的神幾乎都沒辦法跟他

相比，我們整個南閻浮提的土地都是他來保護的。在《地藏菩薩本願

功德經》中，佛親口讚歎堅牢地神說：「汝大神力諸神少及。何以故。

閻浮土地悉蒙汝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葦谷米寶貝從地而有。皆因

汝力。又當稱揚地藏菩薩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於常

分地神。」

佛陀還命令堅牢地神說：「若未來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菩薩及轉

讀是經。但依地藏本願經一事修行者。汝以本神力而擁護之。勿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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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災害及不如意事輒聞於耳。何況令受。」

就是說，如果有人供奉地藏菩薩，讀誦《地

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依《地藏菩薩本願功

德經》修行，堅牢地神就會用神力去保護他，

不讓他碰到災難及不如意事，甚至連災難及

不如意事的聲音都不要傳到他的耳朵裏。

佛陀還說：「非但汝獨護是人故。亦有釋梵

眷屬諸天眷屬衛護是人。何故得如是聖賢擁

護。皆由瞻禮地藏形像。及轉讀是本願經故。

自然畢竟出離苦海證涅槃樂。以是之故得大

擁護。」

修行地藏法門的人，不但會得到堅牢地神的

衛護，還會得到釋梵諸天的衛護。爲什麽

呢？因爲只要瞻禮地藏菩薩、讀《地藏菩薩

本願功德經》，就可以解脫輪迴苦海，證得

佛陀涅槃之樂，所以修行地藏法門的人會得

到聖賢的擁護。

 

得見、供養地藏菩薩及聽聞、讀誦《地藏經》
得二十八種利益

「佛告虛空藏菩薩。諦聽諦聽。吾當爲汝分

別說之。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見地藏

形像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華飲食衣服珍寶

布施供養讚歎瞻禮。得二十八種利益。」

得見、供養地藏菩薩及聽聞、讀誦《地藏經》

可以獲得二十八種利益。

「一者天龍護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集聖

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豐足。六者

疾疫不臨。七者離水火災。八者無盜賊厄。

九者人見欽敬。十者神鬼助持。十一者女轉

男身。十二者爲王臣女。十三者端正相好。

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爲帝王。十六者

宿智命通。十七者有求皆從。十八者眷屬

歡樂。十九者諸橫消滅。二十者業道永除。

二十一者去處盡通。二十二者夜夢安樂。

二十三者先亡離苦。二十四者宿福受生。

二十五者諸聖讚歎。二十六者聰明利根。

二十七者饒慈愍心。二十八者畢竟成佛。」

供奉地藏菩薩及讀誦《地藏經》，可以令天

龍護念，善果日益增上，而且解脫的因越來

越強大，菩提道上不會退轉。衣食豐足，不

會有疾病，不會發生水災、火災，不會遭遇

盜賊。所有人都會喜歡你尊重你，神鬼幫助

護持。可以女轉男身，出身高貴，還可以變

漂亮。可以生在天上或者帝王家，未來會

獲得宿命通。所有的願望都可以實現。全家

都和諧、快樂。所有的災禍都消滅。業障清

淨。要去天上或往生淨土都非常順利，沒有

障礙。夜夢吉祥。家中先亡祖先都離苦超

生。宿福今受得生人天。諸佛菩薩讚歎。聰

明智慧利根。具足慈悲心。利益很多很多，

一直到最後畢竟成佛。

可見，我們供奉地藏菩薩的功德多麽巨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請一尊供奉在家裏，要把地

藏菩薩作爲必供的本尊之一，而且這個很簡

單，你只要供奉就可以了，真的非常方便、

非常殊勝，必須要供奉的。當然，其實每一

尊佛都是很殊勝的，但是地藏菩薩是受佛陀

所囑咐的，所以我覺得對這個時代的人有特

別的意義。

二、地藏法門能令一切美好增長

地藏菩薩本身就是息增懷誅裏增益法的本

尊，每個本尊的特長不同，他的發願也不同。

地藏菩薩是增益法的本尊，增長一切好的東

西，包括財富、名聲、地位、健康、修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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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十輪經》裏專門有談到，如果我們念誦地藏菩薩長呪，可以增

長一切白法，可以增長一切美好的東西。所以現在這個時代，大家應

該多祈禱地藏菩薩。我們千供或者萬供儀軌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薩

長呪及《地藏讚》，我們讚歎地藏菩薩、念地藏菩薩長呪，就會得到

地藏菩薩的加持。

《地藏十輪經》云：「善男子。假使有人於其彌勒及妙吉祥並觀自在

普賢之類而爲上首殑伽沙等諸大菩薩摩訶薩所。於百劫中至心歸依稱

名念誦禮拜供養求諸所願。不如有人於一食頃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

供養地藏菩薩求諸所願速得滿足。」這是佛陀親口宣講的，彌勒、文殊、

觀音、普賢等大菩薩加起來都不如地藏菩薩的威力巨大，說明地藏菩

薩的功德威力確確實實是非常超勝的。

如果我們要在增益法上有所求的話，最好多念誦地藏菩薩名號、地藏

菩薩心呪、供奉地藏菩薩。光供奉地藏菩薩就有很大的功德，我覺得

這個還是很簡單省力的，只要在家裏南邊找個乾淨的地方供一尊地藏

菩薩，每天作一些供養，就可以了。最起碼會得到十種利益、二十八

種利益。當然，有空你可以念《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沒空可以念

地藏菩薩長呪或《地藏讚》，再簡單點就念「南無地藏菩薩」或者地

藏菩薩滅定業真言，都可以。所以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法門，即使你

什麽都不念其實也可以，只要供奉在家裏，就會有這樣的功德。

三、實踐佛經教義，造像功德殊勝

日本很推崇地藏菩薩的信仰。很多地方都供奉很多小地藏菩薩，甚至

一個寺院裏面有幾百尊小地藏菩薩，已經形成一種風氣。他們也有六

地藏的說法，而且專門有六地藏的朝聖路線。他們把佛經的教義發揮

得淋漓盡致，發展得非常成熟，在實踐經典方面給我們作出了很好的

榜樣。我們有很多這種理念，但是應該好好地實踐。怎麽實踐呢？就

是依照經典所說，造地藏像、讀誦《地藏經》、供奉地藏像。

我自己也是非常希望能夠多造地藏菩薩像，在合適的地方，我們可以

造大的，也可以造小的，最好造一百零八尊、一千尊……一大片，越

多越好。

五明佛學院每年都有地藏法會。法王如意寶曾經對多昂活佛說：「你

如果造一尊地藏菩薩像，生生世世都不會貧窮。」很多人都不知道這

個秘訣。他還說：「你要好好地弘揚地藏法門，造地藏菩薩像，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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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法會。」所以多昂活佛非常推崇地藏法

門，每年都去九華山開地藏法會，供燈、供

水、念地藏長呪、造地藏菩薩像。

造佛像的功德是非常大的。現代科技發達，

造佛像、印佛像等都比古代要更容易、更簡

單，爲我們的修行以及弘揚佛法都帶來很多

順緣。而且佛經裏並沒有說造佛像必須很艱

難才有功德，甚至也沒有特別強調發心，只

要我們能夠造佛像、供奉佛像，就有殊勝的

功德。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多建造和供

奉地藏菩薩像，這是一個既簡便又殊勝的法

門。

四、供奉地藏菩薩的感應案例

撿拾地藏菩薩像，死而復生

在《地藏菩薩像靈驗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則

故事。

在唐代，簡州金水縣有個叫劉侍郎的人，他

去一個鄰居家，途中撿到一根錫杖，錫杖

的頭頂上刻了一個很小的僧形，不知是什

麽像。因爲劉侍郎一向信佛，所以他就把這

個錫杖拿回來插在牆壁上，禮敬之後就離開

了，也沒有再供奉什麽。兩三年後，他因病

死去，但是心口還有餘溫，所以家裏就沒有

埋葬。一天兩夜以後，他居然起死回生，流

淚不止，悔過自責，在地上磕頭禮拜。家人

問他：「主人，你爲什麽會這樣呢？」劉侍

郎說：「我剛死的時候，有兩位騎馬的冥官

（就是陰間的陰差），一前一後將我驅趕到

閻羅王的廳堂，然後呵斥我。當時就出現一

個沙門（即出家人），形貌醜陋，來到廳前。

地藏菩薩本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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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閻羅王看到他很恭敬，馬上從座位上下來，跪在沙門面前說：

『大師什麽因緣來到這裏啊？』沙門說：『你所召來的侍郎是我多年

來的施主啊，我今天想來救他。』閻羅王說：『業報既然決定，這事

讓我怎麽辦呢？』沙門說：『我以前在忉利天上受釋迦牟尼如來囑託，

能救定業衆生，何況侍郎也不是重罪，我怎麽能捨棄他呢？』閻羅王

說：『大士志願，堅固不動，如金剛山，我必定放他回人間。』沙門

聽了以後，很歡喜，牽著侍郎的手帶回到生路上。辭別的時候，侍郎

就問沙門：『不知您是什麽人呢？』沙門回答：『我是地藏菩薩，你

以前活著的時候，在途中見到我的像，撿回來放置在牆壁上，那尊像

是小兒戲刻而成的，身形也不完整，你還能回憶起來嗎？』說完就不

見了。」

然後劉侍郎就活過來了，他就去看牆壁上的錫杖，果然頭上有個很小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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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藏菩薩像，而且雕得很醜。于是他就把

這尊地藏菩薩像重新改造雕刻，並且用檀木

輔襯。這尊像五寸高，安置在家中，能自然

放光。劉侍郎更加有信心了，又造了一尊像

人一樣高的地藏菩薩像，並且將舍宅改爲精

舍，取名叫「地藏台」。

劉侍郎只是撿來一尊地藏像，他都不知道這

個是地藏像，拿回來就放在牆上，根本就沒

供奉。就這麽一個因緣，在他死的時候，地

藏菩薩就來救他，何況我們在家裏恭敬供奉，

你想想看這個功德有多大？你想想都應該很

歡喜啊！當然你還是要把地藏菩薩像造得莊

嚴一點，這樣，到時候就會有一尊非常莊嚴

的地藏菩薩來救你了。總之，供奉佛像、造

佛像的功德確實非常非常大。

諸佛的法身雖然相同，但因爲發願不同，所

以緣起不同，那麽供奉不同的佛像，功德其

實還是不一樣的。地藏菩薩發過願，衆生只

要做過一點點的善業，他就不會讓其墮入惡

趣，一定會把他撈上來。

最後讓我們再來看看《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中佛陀與地藏菩薩的一段對話：  

爾時世尊舉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薩摩訶薩頂

而作是言。

「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議。汝之慈悲

不可思議。汝之智慧不可思議。汝之辯才不

可思議。」

「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衆付囑於汝。未來

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種

少善根。一毛一塵一沙一渧。汝以道力擁護

是人。漸修無上勿令退失。復次地藏。未來

世中若天若人隨業報應落在惡趣。臨墮趣中

或至門首。是諸衆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薩

名一句一偈大乘經典。是諸衆生汝以神力方

便救拔。於是人所現無邊身爲碎地獄。遣令

生天受勝妙樂。」

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胡跪合掌白佛言。

「世尊。唯願世尊不以爲慮。未來世中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

百千方便度脫是人。於生死中速得解脫。何

況聞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於無上道永不退

轉。」

釋迦牟尼佛把娑婆世界衆生託付給地藏菩薩

來照顧。因此，如果我們能選擇這樣有佛授

記的法門和本尊，去供奉、祈禱和修持，加

持力就會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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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教大家一個能夠得到快樂的很重要

的修法，叫做慈心觀的禪修，南傳佛教稱之

爲慈心禪。

這個修法也是天台宗「五停心觀」，即能使

五種過失停止的觀心法之一，非常殊勝。在

智者大師所著的《四念處》中介紹了這「五

停心」：「數息對覺觀，不淨對貪欲，慈心

對瞋恚，方便對我，因緣對癡。對治若成煩

惱不起又發禪定，禪定持心安隱出入，故云

五停心也。」

下面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慈心觀的來源及其

功德。

慈心觀的來源

在佛陀時代，有一年的結夏安居，發生了一

件事情。什麽事情呢？就是佛陀的一些弟子

按照佛陀的指示在一座森林裏面修行，但是

這個森林裏面住著的樹神們不是很高興，所

以他們就給這些比丘製造各種各樣的違緣和

恐怖，比如一些幻象、聲音、難聞的氣味，

還有種種不好的事情，等等，讓這些比丘無

法好好禪修。

比丘們實在受不了了，就回到佛陀的住處，

請求送他們到其他地方禪修。佛陀透過神通

眼觀察後，對比丘們說：「比丘們，除了那

裏，沒有更適合的處所了。你們必須回到原

來的地方。」

比丘們聽後便說：「回到原來的地方？！這

樣仍然會受到樹神的壓迫而無法禪修。佛

陀，爲什麽您還要我們回那樣的地方呢？」

佛陀回答：「之前你們到那裏是沒有帶著武

器的，現在我將給予你們武器。你們帶著武

器回到同樣的地方，繼續練習禪修，那裏是

唯一的處所。」

佛陀給予他們的武器就是這無限愛心的修習

法──慈心（Metta）。在南傳佛教裏也把

它叫做慈心禪。

當時這些比丘向佛陀學習了慈心禪的方法

後，便返回森林安心禪修，接下來就非常順

利了。

「慈心」的力量非常大，如果你修慈悲心，

一切諸惡鬼神都不會來傷害你，所以慈心禪

確實是最好的武器。從某個角度來講，對自

己最好的保護就是擁有一顆慈悲心，所謂

「仁者無敵」。擁有慈悲心的人不會給自己

樹立敵人，因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如果具有足夠的慈悲心，就可以感化所有的

衆生。很多高僧大德修慈悲心的時候，兇惡

的動物都會被感化，例如老虎、狼、獅子，

都會變得慈悲，都不會去傷害衆生。

以前西藏的無著賢菩薩慈心修得非常好，在

他修行的山洞附近，狼和兔子都可以和諧相

處，可見慈心的力量多麽強大！

在南傳大藏經裏還記錄了一位精通慈心禪的

長老感動樹神的故事。這位長老名叫毘舍

佉，他在莊嚴山寺修慈心禪四個月，之後他

準備要離開這個地方了。這時森林裏的摩尼

樹神，變成一個人坐在臺階上哭泣，長老問

他爲什麽哭泣，他說：「因爲你就要離去了。」

樹神祈求長老不要離去，他說：「你每天都

在這裏修慈心禪，我們這裏所有的鬼神都變

得互相慈愛，大家都很快樂、很幸福，你走

了以後我們馬上就會不和諧了。所以祈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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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走，就在這裏禪修吧。」

所以，你在一個地方修慈心禪，不僅僅這裏的人會幸福，所有的鬼神

也會幸福。這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禪修。

在南傳佛教中有這樣一個習慣，比如搬家或者旅遊，去到任何一個地

方，首先要修一座慈心禪，一切就會吉祥如意。因爲慈心禪相當於向

所有的人與非人散播慈愛。 「未成佛道間，先結萬人緣。」你到任何

一個地方都要廣結善緣，讓這個地方的衆生歡喜。這樣你在這個地方

就不會有違緣，做任何事情或者修行都會順利，這是很重要的。

慈心禪的功德

慈心的功德非常大，佛陀在《慈心功德經》裏講到了修慈心，有十一

種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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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睡時安穩
2、醒時精神舒暢
3、不做惡夢

我們現在的人有很多問題：有些人該睡的時

候睡不著，有些人不該睡的時候睡不醒，有

些人睡覺總是做惡夢，這些種種的「睡不安

穩」是非常折磨人的，而修慈心就可以「睡

時安穩，醒時精神舒暢」，該睡的時候馬上

就可以睡著，該醒的時候精神舒暢，而且夜

夢吉祥，不做惡夢。這多麽好！我覺得我們

現在的人應該很需要慈心禪。

4、人所敬愛
5、非人所敬愛
6、天神護衛

你每天修慈心，所有人都會喜歡你，無論去

哪裏，你的氣場都讓別人感覺到很舒服，大

家都會歡迎你。不但被人敬愛，而且所有的

非人、土地神等鬼神都會非常敬愛你，所有

的天神都會保護你。

7、刀兵火毒不能侵害
「刀兵火毒」等各種災難都沒辦法侵害你。

8、心易入定
你很容易進入禪定。我們有時候心定不下

來，如果多修慈心禪，心就可以定下來。

9、儀態安詳
修慈心禪，你的氣質會變得不一樣，任何時

候你都會比較安詳，不會暴躁，不會充滿暴

戾之氣。

現在很多地方我覺得確確實實是充滿了暴戾

之氣。你對他看一眼，他就說：「你看什麽

看？你對我有意見？有什麽好看？」人就像

吃了火藥一樣，到處都是這樣。特別是開汽

車，我覺得這種現象特別多，你稍微有一點

點不好，他就說：「你怎麽開車的？」 「你

要找死啊！」……馬上就這樣罵起來了，是

不是這樣？現在的人很容易發怒。我們如果

修慈心，就可以對治這種問題。

10、死時心不顛倒
你臨終的時候很安詳，心不顛倒。

11、今生若未證得羅漢果也能生到梵天界
哪怕你沒證得阿羅漢果都可以生到梵天界。

當然如果我們求生淨土，我們就可以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

慈心還有很多其他功德，特別是能夠改善人

際關係。因爲修慈心可以讓我們變得越來越

好，會讓所有接觸我們的人生歡喜心。

我覺得很多修行者之所以成功，其實就是因

爲他比較有慈悲心。我自己也在觀察，那些

比較成功的修行者，往往都是比較有慈悲

心，非常願意去幫助別人的人。因爲他內心

當中散發出一種慈悲的能量，所以大家都很

喜歡他。他做任何事情相對來說就比較容易

成功，比較容易心想事成。

相反，有些人做了很多事情，其實也很努

力，也很辛苦，但別人就是不喜歡他。這是

爲什麽呢？我覺得就是慈悲心不夠。其實每

個人都喜歡跟有慈悲心的人打交道。你如果

一直板著臉，動不動就發怒，像吃了火藥一

樣，誰會喜歡你？我們誰都喜歡滿臉笑容的

人，誰喜歡板著臉的人？我們每個人每天早

上起來都應該照照鏡子，這個樣子，我自己

喜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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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慈心其實非常非常地重要，慈心就是

我們所有人和人之間的潤滑劑。你如果有慈

心，跟任何人相處都可以非常地柔和，而且

你的影響力會非常大。

慈心還可以讓我們消除瞋恨心。特別是瞋恨

心比較強烈的人，更應該修慈心觀。瞋恨心

會導致很多痛苦，不但自己痛苦，也給別人

帶來痛苦。如果把瞋心轉成慈心，那麽世出

世間都會吉祥如意。

如何實修慈心禪？

大家請跟隨智廣阿闍梨的慈心禪引導進行實

修。

（喜馬拉雅 FM 可下載智廣阿闍梨親自引導
的慈心禪音頻《慈心讓世界溫暖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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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禪願文
 

願我無敵人、無瞋恨、無憂惱。

願我保持快樂。

願我脫離痛苦，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我不失去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我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願我的父母親、我的老師，

無敵人、無瞋恨、無憂惱。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他們脫離痛苦，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願我的家人、親戚和朋友，

無敵人、無瞋恨、無憂惱。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他們脫離痛苦，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願我所在的單位、公司、團隊的所有領導、

前輩，

我的同學、同事，

無敵人、無瞋恨、無憂惱。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他們脫離痛苦，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願這個世界上所有愛我

和幫助過我的人，

無敵人、無瞋恨、無憂惱。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他們脫離痛苦，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一切有情衆生：

一切活著的衆生、

一切有形體的衆生、

一切有名相的衆生、

一切有身軀的衆生，

所有雌性的、所有雄性的衆生，

所有聖者、所有非聖者，

所有天神、所有人類，所有苦道中的衆生，

願他們無敵人、無瞋恨、無憂惱。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他們脫離痛苦，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上至最高的天衆，

下至苦道中的衆生，

在三界的衆生，

所有在陸地上、在水中、

在空中生存的衆生，

願他們無瞋恨、無敵人、

無痛苦、無災厄。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他們脫離痛苦，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以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

 

願一切有情衆生快樂無憂。

2017 年 5 月 18 日
四明智廣合十祈願於天空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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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念佛固貴專一。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

分外營謀，妄希富樂，實所不應。至於分內

所當爲者，亦須勉力爲之。非必屏棄一切，

方爲修行也。若屏棄一切，能不缺父母妻室

之養則可，否則便與孝道相背。雖曰修行，

實違佛教，是又不可不知也。又須以淨土法

門利益勸父母，令其念佛求生西方。若能信

受奉行，臨命終時，定得往生。一得往生，

直下超凡入聖，了生脫死，高預海會，親炙

彌陀，直至成佛而後已。世間之孝，孰能與

此等者？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令彼各各父

母，皆得往生。則化功歸己，而親與自己之

蓮品，更當高增位次矣。《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欲孝其親者，宜深思而

力行之。(書一 )一五 

這是印祖對在家居士關於解脫之道的開示。

念佛固貴專一。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
分外營謀，妄希富樂，實所不應。

念佛雖然貴在專一，要一心不亂。但作爲在

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也應該盡到

本分。如果在自己本分之外妄加希求，就不

應該了。

很多人都想做老闆，都想發大財，這就是

「妄希富樂」。爲什麽這樣說呢？當大官、

發大財的都是有福報的人，沒有福報，求了

也沒用；求了以後每天做壞事，反而更慘。

有些人一定要把房子抵押了去貸款，再去幹

什麽事業，最後虧得一塌糊塗，房子也沒有

了，什麽都沒有了。這樣的事情可以說比比

皆是，這就是「分外營謀，妄希富樂，實所

不應」。

做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有一千塊錢就做

一千塊錢的事情，有一萬塊錢就做一萬塊錢

的事情，不要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現在這

個社會誘惑很多，沒有資本，可以去貸款，

貸款以後就籌劃如何如何。其實這也是超出

了你的本分，你能保證一定會成功嗎？如果

失敗了，銀行的錢要不要還？誰來還？最後

還是家人來還，你不是把家人給害了？這就

屬於「分外營謀」。

所謂的分內是什麽？就是我們做了事情，如

果失敗了，我們也能承受。比如說我有十萬

元做生意，一旦虧完了，最起碼沒有連累到

別人，家裏可能還有其他的收入，那就沒有

問題，這種就屬於分內的。超出了自己本分

的，那叫「分外營謀，妄希富樂」，都是妄

求，是不應該的。

我們要非常明白這個道理，特別是在家居

士，現在這樣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因爲分外

營求，最後可能會傾家蕩產，實在沒有辦法

只能去跳樓。比如有些人挪用公款去炒股，

當時覺得挪點公款去炒股沒什麽，現在機會

很好，等賺了再把錢還回去，但很多時候卻

是最後身無分文的結局。這就是分外營求，

不是你分內應該賺的錢。當然也有人僥倖成

功，但那不是因爲你的腦筋好或方法好，而

是那些錢你本來命裏就應該擁有，其實不用

這樣的方法未來也會得到，但是因爲你用了

不如理的方法，反而是爲未來種下了一個負

面的種子，未來因此會遭受痛苦的結果，這

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在家居士一定要像印祖講的那樣，盡誼盡分

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千萬不要「分外營

謀，妄希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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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分內所當爲者，亦須勉力爲之。非必屏棄一切，方爲修行也。

我們自己的本分一定要盡力去做，修行並非必須屏棄一切，什麽都不

做。我們學佛的人雖然要專一，要專心致志地修行，但是也不是說我

們什麽都不做。一定要盡本分、負責任，這是最起碼的。要盡力而

爲，能不能做到好，這個不好說，也許我們業障真的很重，福報很

淺，連孝養父母都孝養不好，錢也不一定賺得到，這是情有可原的，

因爲這是我們過去的業力決定的；但是有沒有盡力而爲很重要。如果

沒有盡力而爲就已經辜負了本分；如果盡力而爲了，那就可以了。

若屏棄一切，能不缺父母妻室之養則可，否則便與孝道相背。

如果專心修行什麽都不做，但你還是有錢，可以奉養父母、照顧妻

子，這也沒問題。否則便是與孝道相違背了。有些人福報比較大，啥

事都不幹還可以養活自己、養活家人，但每個人情況都不一樣，不能

隨便模仿。我們有些道友看到別人啥事都不幹，一心修行，他也學著

啥事都不幹，最後自己和家人都無以爲生了。要知道，獅子跳得過去

的懸崖，兔子跟著去跳，只會落個粉身碎骨的結果。你要看看自己是

獅子還是兔子。

雖曰修行，實違佛教，是又不可不知也。
如果學了佛法也沒有出家，卻又什麽都沒幹，最後連家都養不了，孝

道都違背了。這樣雖然看起來你好像在修行，但是其實已經違背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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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的教導，所以不可不知。

又須以淨土法門利益勸父母，令其念佛求生
西方。若能信受奉行，臨命終時，定得往
生。一得往生，直下超凡入聖，了生脫死，
高預海會，親炙彌陀，直至成佛而後已。世
間之孝，孰能與此等者？

雖然你不一定能發大財、做大官，不一定能

給父母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物質生活，但只要

你盡了本分就可以了，父母親就會很開心，

不一定會對你有什麽樣的苛求。最重要的，

還是要勸父母親念佛求生淨土。

爲什麽這樣說？因爲給父母再多的物質享

受，未來也還是會輪迴受苦。這樣的利益不

大，這樣的孝非常有局限性，是小孝。我

們在世間孝道的基礎上，勸父母念佛求生淨

土，他們若能信受奉行，臨命終的時候，得

以往生，利益就非常非常之大。父母了生脫

死，進入清淨大海衆菩薩的行列，得到阿彌

陀佛的親自教導，直至成佛，這才是大孝，

世間的孝，當然不能與此相提並論。

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令彼各各父母，皆得
往生。則化功歸己，而親與自己之蓮品，更
當高增位次矣。

如果用這個道理去勸化我們的親朋好友、父

老鄉親，令大家都能夠好好修行，力行孝

道，勸父母都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麽

所有的這些功德你都可以得到，你自己和父

母親的蓮品，就可以高增位次，越來越高。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如果我們好好力行聖賢之道，念佛求生淨

土，並且以孝道和佛法來勸導父老鄉親和親

朋好友，這樣的話，家裏世世代代就會出孝

順的孩子，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上

天也會賜予子孫很大的福報。

欲孝其親者，宜深思而力行之。

想要孝親的人，應該深思，想明白這些道理

並去力行。

這裏印光大師就講到，在家居士未必要捨親

出家才可以修行，在家好好地力行孝道，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個基礎上，從自己

的力行開始，然後勸化妻子兒女和父母親

朋，最後勸化父老鄉親，這樣的功德非常非

常巨大，不但自己可以了脫生死，還可以自

利利他，自度度人。

在家居士的修行之道就是要注意這些道理，

否則就會出現印祖所說的那些問題。有些人

雖然沒有出家，但是卻啥事都不幹，這樣不

但違背了世間的孝道、做人的道理，也違背

了佛陀的教法，這種人肯定是不會成功的。

對在家居士來講，首先要做好人，力行孝

道，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五倫關係一定要處理好，在這個基礎上修行

佛法。首先要求生淨土，如果我們不能夠往

生淨土，死了以後又輪迴，那有什麽意義？

往生淨土是我們的底線，堅定不移的原則。

在這個基礎上再談如何即生成就，如何幫助

衆生。如果往生淨土都做不到的話，即生成

佛和利益衆生全都是妄談而已。這一點大家

一定要非常地清楚明白。這就是我們在家居

士的解脫之道。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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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六月十九是觀世音菩薩成道日，讓我們隨學智廣阿闍梨，爲父母

親及大恩上師們抄寫《心經》，祈願父母親大人、諸大恩上師身體健康，

諸事順遂！ 

您抄寫的《心經》（包括《妙法蓮華經》《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

寶篋印陀羅尼經》《摩利支天經》等佛經）都可以寄往：河南省新鄉

市封丘縣陳橋鎮司莊准提寺——悟然法師，電話：13998569518

我們將把它們裝藏於智廣阿闍梨發起在全球建造的八萬四千寶篋印陀

羅尼塔中，願大家都藉此功德福慧增上，吉祥圓滿，早日成佛！

佛
化
生
活

觀
世
音
菩
薩
成
道
日
·
跟
著
寫
跟
著
念
跟
著
做
功
德

56



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心呪
念誦略軌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大悲觀世音菩薩讚：

觀音菩薩妙難酬，清淨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遍塵刹，百千萬劫化閻浮，

瓶中甘露常遍灑，手內楊枝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

虔誠念誦聖號：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嗡瑪呢悲美吽！嗡瑪呢悲美吽！

嗡瑪呢悲美吽！嗡瑪呢悲美吽！

嗡瑪呢悲美吽！嗡瑪呢悲美吽！

嗡瑪呢悲美吽！嗡瑪呢悲美吽！

回向發願：
願我速以此善根，成就大悲觀世音，

普願衆生一無餘，悉皆安置彼果位。

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瞭，

普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

 
• 四明智廣 •

智廣阿闍梨開許如果對觀世音菩薩具足信
心，都可以修持這個儀軌。

智廣阿闍梨開示觀音心呪的殊勝
功德——《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
摘選略釋

在《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中，觀音心呪就

是六個字：唵 ( 引 ) 麽抳缽　訥銘 ( 二合 )

吽 ( 引 ) （嗡瑪呢巴美吽）。在西藏有兩

種讀音：一種是「嗡瑪呢巴美吽」，另外一

種是「嗡瑪尼唄美吽」，如果有清淨傳承都

是可以的。但是按照梵文的讀音是「嗡瑪呢

巴美吽」，所以我們儘量念「嗡瑪呢巴美吽」

比較好。有些傳承六字真言後面會加「舍

（shei）」就是觀世音菩薩的種子字，梵文

是   「hrih」。所以「嗡瑪呢巴美吽舍」

也可以，六個字或七個字都是可以的。

在《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的教言裏，六字

大明呪被稱爲「真言王」——真言中的王，

彰顯了六字大明呪在真言中的地位。 「彼
真言王一切本母憶念其名罪垢消除疾證菩
提。」你憶念這個六字大明呪的話，會消除

罪垢，乃至迅速證得菩提。這個功德非常不

可思議，在這部經裏，佛陀用了很多比喻來

說明六字大明呪的功德是無法限量的。

「…… 
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乃至名號亦難
得值。何以故。彼與一切有情如大父母。一
切恐怖有情施之無畏。開導一切有情爲大善
友。如是善男子。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有六
字大明陀羅尼難得值遇。
……
佛告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羅尼。是觀自在
菩薩摩訶薩微妙本心。若有知是微妙本心即
知解脫。
……
善男子。所有微塵我能數其數量。善男子。
若有念此六字大明陀羅尼一遍。所獲功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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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數其數量。」

世尊說：觀世音菩薩如同所有衆生的父母，

對一切恐怖中的衆生布施無畏，是能夠開導

一切衆生的大善知識，而且觀世音菩薩有世

所難遇的六字大明陀羅尼。

 

世尊說：這個六字大明呪，是觀世音菩薩的

微妙本心，知道了它，就知道了解脫。世上

所有微塵，佛能數其數量，而念六字大明呪

一遍所獲的功德，佛不能數其數量。

「若有人能而常受持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
於是持誦之時。有九十九殑伽河沙數如來集
會。復有如微塵數菩薩集會。復有三十二天
天子衆亦皆集會。復有四大天王而於四方爲
其衛護。復有娑誐囉龍王無熱惱龍王得叉迦
龍王嚩蘇枳龍王。如是無數百千萬俱胝那庾
多龍王而來衛護是人。復有地中藥叉虛空神
等而亦衛護是人。」

如果有人時常持誦六字大明呪，無數的佛、

菩薩、天子、天王、龍王、藥叉、神等就會

護佑著他。

「汝能得是如意摩尼之寶。汝七代種族皆當
得其解脫。善男子。彼持明人於其腹中所有
諸蟲。當得不退轉菩薩之位。若復有人以此
六字大明陀羅尼。身中項上戴持者。善男子。
若有得見是戴持之人。則同見於金剛之身。
又如見於舍利窣堵波。又如見於如來。又如
見於具一俱胝智慧者……若此戴持之人。以
手觸於餘人之身。蒙所觸者是人速得菩薩之
位。若是戴持之人。見其男子女人童男童女。
乃至異類諸有情身。如是得所見者悉皆速得
菩薩之位。」

你能得到這樣如如意寶珠一樣的六字大明

佛
化
生
活

58



呪，那麽你的七代種族都會解脫。爲什麽我

們在清明節會提倡大家念誦觀音心呪？就是

因爲如果我們念誦觀音心呪的話，我們七代

的祖先會全部獲得解脫，所以是特別殊勝的

一種祭祖方式。

持誦六字大明呪的人，肚子裏的寄生蟲都會

成爲不退轉菩薩。在身上、脖頸上戴有六字

大明呪的人，別人看到他就如同看到了佛、

塔、無量智慧者……

身上戴著六字大明呪的人，手碰到別人的身

體，被碰到的人就能「速得菩薩之位」。

「戴」就是身上戴著，「持」就是念誦。如

果你身上戴著六字大明呪，口中念誦六字大

明呪，那麽你眼睛看到的所有衆生，你的手

碰到的所有衆生，他們都可以得到菩薩之位。

比如我們去菜市場、去飯店，看到很多衆生

被殺掉，就念六字大明呪，眼睛看到它們，

或者是讓它們聽到這個聲音，它們就會得到

解脫，這是很殊勝的。包括我們走在街上也

可以口念六字大明呪，那麽你看到的路人未

來也都會解脫。

所以度化衆生很簡單，不用給他講經說法，

你講了半天還講不清楚，最後他跟你辯論，

你還辯不過他。本來你是好心好意，最後生

起瞋恨心，這個就有點麻煩了。現在不用，

你對他微笑，念六字大明呪就可以了，未來

他就會解脫了，你度化衆生的功德就圓滿了，

回去就可以念《普賢行願品》回向了。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而能依法念此六字大
明陀羅尼。是人而得無盡辯才。得清淨智聚。
得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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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念誦六字大明呪的善男子、善女人，可

以得到無盡辯才。口才不好的，趕緊多念念

六字大明呪，口才就會非常好，而且會得到

清淨的智慧，還有大慈悲。我們現在的人什

麽都不缺，就缺愛。如果你很缺愛，就多念

念六字大明呪，內心當中就會充滿了大慈悲

的愛。

「如是之人日日得具六波羅蜜多圓滿功德。
是人得天轉輪灌頂。是人於其口中所出之氣
觸他人身。所觸之人發起慈心離諸瞋毒。當
得不退轉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念六字大明呪，每天都會圓滿六波羅蜜的功

德，而且會得到天轉輪灌頂。他口中呼出的

氣觸碰到別人身上，都會讓別人也發起慈悲

心，遠離瞋恨，成爲不退轉菩薩，速疾成佛。

這個功德很大。你看很多高僧大德爲什麽經

常用吹氣來加持別人？就是這個原因。念觀

音心呪，吹一口氣，就能加持衆生發起慈悲

心，消除瞋恨心，獲得不退轉菩薩的果位，

快速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如滿四大洲所住男子女人童子童女。如
是一切皆得七地菩薩之位。彼菩薩衆所有功
德。與念六字大明一遍功德而無有異。」

就是說東勝神洲、南贍部洲、西牛賀洲、北

俱盧洲這四大部洲所有的人全部證得七地菩

薩，這些菩薩所有的功德，與念一遍六字大

明呪的功德一樣。這個功德大不大？太大了，

對不對？

佛陀的教言，我們聽了會目瞪口呆，因爲這

個功德實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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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師公——新龍的阿曲尊者，他一生念了四億遍觀音心呪。1998

年 8 月 29 日阿曲師公示現圓寂，他在臨終的時候也都在念觀音心呪，

最後無餘虹身成就。以前我們還專門去阿曲尊者虹身成就地進行了頂

禮、祈禱，特別殊勝。

「佛告善男子。若有人書寫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則同書寫八萬四千法
藏而無有異。若有人以天金寶造作如微塵數如來應正等覺形像。如是
作已而於一日慶贊供養。所獲果報不如書寫此六字大明陀羅尼中一字
所獲果報功德不可思議善住解脫。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法念此六字大明
陀羅尼者。是人當得三摩地。所謂持摩尼寶三摩地。廣博三摩地。清
淨地獄傍生三摩地。金剛甲胄三摩地。妙足平滿三摩地。入諸方便三摩
地。入諸法三摩地。觀莊嚴三摩地。法車聲三摩地。遠離貪瞋癡三摩地。
無邊際三摩地。六波羅蜜多門三摩地。持大妙高三摩地。救諸怖畏三
摩地。現諸佛刹三摩地。觀察諸佛三摩地。得如是等一百八三摩地。」

書寫此六字大明呪的人，就等於書寫了八萬四千法藏。哪怕有人用天

金寶造無數佛像，並且一整天在佛前讚頌供養，都不如書寫此六字大

明呪中的一字功德大。依法念誦此六字大明呪的人，能獲一百零八種

三摩地。

「若有得此六字大明王陀羅尼者。是人貪瞋癡三毒不能染汙。猶如紫
磨金寶塵垢不可染著。如是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若有戴持在
身中者。是人亦不染著貪瞋癡病。」

得到此六字大明呪的人，以及戴有此六字大明呪的人，都不會受貪瞋

癡三毒所染。

今天正好是觀世音菩薩成道日，瞭解了觀音心呪這麽多殊勝的功德後，

希望大家都能夠發菩提心，多多地念誦，不僅爲我們自己念誦，而且

可以爲歷代的祖先、爲家人念誦，那麽就能夠自他俱利，功德非常殊勝。

然後我們都要學習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時刻想著給予別人快樂，

幫助別人消除痛苦。最後我們把所做的功德回向一切衆生早日離苦得

樂，快樂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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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信徒》
曲：《舞樂傳奇》主題曲
填詞：四明智廣
 

真感激和你艱難的旅途

我無懼一路禍福

我對你的愛一直到淨土

只想與你共赴

 

真喜歡落葉與飛花起舞

我接受無常禍福

深愛那一刻空性即赤露

恩怨本解脫故

 

有同道百折千回不知苦

我本是愛的信徒

問前程是樂是苦終不負

相愛盡頭菩提樹

 

愛同道百折千回不知苦

我原是愛的信徒

感人生繁華百年多沉浮

無憂清涼菩提樹

 

效仿曼殊室利菩薩之大願，送給一切與我結

緣的有情，你無論變得如何，我都愛你。願

在愛之中證悟的境界赤露開顯！

 

烏金祖古云：「若要迅速熟悉於不造作的覺

性狀態，最完美的方法就是對證悟的聖衆持

有虔心，且對未證悟的衆生懷有悲心。那麽，

如言：『在愛的那一刻，空的本質將赤露開

顯。』虔心與悲心都是愛。當身、語、意都

感受到勢不可擋的愛，如果你在那時候向內

觀看，它就有如不受雲所遮蔽的太陽。」

                        四明智廣
   2017 年 5 月 25 日

在愛中證悟空性
——來自智廣阿闍梨的七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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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開示

今天是中國傳統節日——七夕節。祝所有人七夕快樂！

 

七夕是一個說愛的日子，那麽什麽是真正的愛？

我們從文殊（曼殊）室利菩薩十大願中看到，無論衆生對文殊菩薩怎

樣，文殊菩薩都一樣愛衆生。無論你對文殊菩薩恭敬、供養，還是誹

謗、輕慢；無論你愛念他，還是遠離他，甚至瞋恨他、殺害他，等

等，他都會攝受你。不管什麽樣的衆生，文殊菩薩都發願要令他發菩

提心，得入佛道，獲得究竟的安樂。這就是真正的愛，沒有一絲的自

我，完全都是利他，唯一希望衆生獲得究竟的安樂。

 

雖然我並沒有像文殊菩薩這樣的能力，但是我希望能夠效仿諸佛菩薩

這樣的發心。也許不一定能夠馬上這樣做到，但是我們可以效仿著開

始練習，當我們慢慢把心打開的時候，就會開發出無窮的潛能。



因爲受到文殊菩薩十大願的啟發，我填寫了這首歌詞。這裏面還蘊含

著真愛的證悟之道，這個很重要的修行竅訣，來自於大成就者烏金祖古。

 

如何在大愛中證悟空性、開顯心的本性？正如這首歌的歌詞中說：

深愛那一刻空性即赤露，恩怨本解脫故。

我們怎樣才能夠迅速開悟，認識心的本性？烏金祖古告訴我們應該對

證悟的上師三寶懷有虔敬心，對沒有證悟的衆生懷有慈悲心。這種虔

敬心、慈悲心，都是一種愛。當這種愛非常強烈，我們在這個時候向

內反觀，反觀自己的心，就可以發現心的本性，也就是明心見性。

 

如果你能夠認識心的本性，你就會知道，所有的恩怨本來就是解脫的，

所有一切的煩惱都自然解脫。

 

對佛的虔誠心和對衆生的慈悲心，是真正的大愛。如果你能在這大愛

的感受中反觀內心，你就能夠認識心的本性，這是一個很殊勝的證悟

的竅決。

「七夕」是一個伴侶相聚的日子，牛郎織女銀河相聚，可謂難得、可貴。

然而對於我們世間的伴侶來說，相聚容易相處難，伴侶之間能夠長久

地和諧相處，在這個時代也是非常地難得、可貴。

 

我們能不能與別人相處得好，其實跟這個「愛」字息息相關。如果沒

有把這個「愛」字搞清楚的話，我們是沒有辦法跟別人相處好的，而

且一定會有很多的問題。如果我們真正明白了「愛」的真諦，我們就

可以與別人相處得好，而且可以得到暫時與究竟的幸福和快樂。

 

在這個娑婆世界，可以說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愛。爲什麽呢？因爲一切

衆生都希望離苦得樂，我們無非要得到快樂而已。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一般人所謂的愛，其實它的本質是什麽呢？就是自私。爲什麽呢？

「我」想得到愛，「我」想得到快樂。所以從本質上來說呢，其實就

是一種自私。

 

那麽這樣的愛，能不能得到快樂呢？其實是得不到的。爲什麽？因爲

你的根、你的種子是錯誤的，所以你的結果一定是錯誤的。當我們以

「自己獲得快樂」爲目的而去追求愛，其實這種「愛」的本質就是自私。

自私並不是快樂的因，自私恰恰是我們痛苦的因，是我們輪迴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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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天菩薩《入菩薩行論》中說：「盡世所有樂，悉從利他生，盡世所

有苦，皆從自利起。」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快樂都來自於希望別人快樂，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來自於只希望自己快樂。

 

當我們的愛可以真正做到無私，做到「忘己利他，慈悲之極」，這就

是真愛。在伴侶關係中，真愛尤爲重要！如果伴侶之間能夠以無我利

他的真愛，彼此成就對方，並且共同利益衆生，一起走上解脫成佛的

道路，這就是最可貴的菩提伴侶。

 

願所有的衆生都能夠在真愛之道上獲得究竟圓滿的安樂！



在民間，農曆七月被稱爲鬼月。傳說七月十五是地官寶誕，是地官大

帝赦罪的日子，鬼都被放出來，允許它們回家探親。佛教認爲不僅僅

是七月，哪個月都是有鬼的。我們每個人從小都聽過鬼故事，越聽越

害怕，然後越害怕越想聽。我也有很多鬼故事，今天給大家講一講。

鬼神的世界

《金光明經文句》說：「鬼字訓歸。又云畏也。報多怖畏如阿修羅 (云

云 )。又云威也。能令他畏其威也。神者能也。大力者能移山填海。

小力者能隱顯變化。」

 

鬼、神肯定是存在的，天道裏有天神，鬼道裏有鬼神。鬼神是鬼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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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福報、有能力的。鬼道裏也分三六九

等，就像人間一樣。鬼道裏面有福報的，比

如鬼王就是鬼道裏的國王，城隍相當於市

長，土地公公就是村長，行政級別跟我們差

不多。我們人道裏有皇帝、國王、總統，鬼

道裏有鬼王，他們也分地區，東南、東北、

華南、華北……據說泰山有泰山府君。

 

這些有福報的鬼，過著如帝王一樣的生活。

包括有些比較大的山的山神權力也是非常大

的。關聖帝君以前也曾做過山神，聽說後來

在玉泉山被智者大師降伏了以後成爲大師的

護法神。

 

不過，大部分的鬼都屬於中下階層，最底層

的鬼其實是很痛苦的，幾乎都是沒吃沒喝

的。在《普賢上師言教》裏說，衆生主要是

因爲貪心和慳吝而墮入餓鬼道。他們的脖子

細得像根稻草，頭和肚子卻很大，手腳四肢

很細，關節很短，非常地痛苦，多少年才能

吃上一口唾沫，甚至爲了一口唾沫爭得頭破

血流的現象也非常多。他們非常痛苦，多少

年都聽不到水的名字，看不到食物。像《佛

說盂蘭盆經》裏講到的大目犍連的母親墮入

到餓鬼道裏，大目犍連很傷心，就拿了一缽

飯準備給母親吃，他的母親接過這一缽飯後

一只手遮住飯怕被搶，另一只手拿飯往嘴巴

裏塞，但是飯到嘴巴裏就變成炭火，根本沒

辦法吃。可見，餓鬼就是這麽痛苦。第一，

他們很難得到食物；第二，即使得到食物，

落入嘴巴裏都會變成炭火。

鬼道衆生的業力差別也很大，有福報的鬼跟

沒有福報的鬼差別很大，就像我們人間一

樣，有福報的人有吃有穿，沒福報的人可能

餓死的也很多。我們在網上看到有很多因爲

沒有食物而餓死的人，鬼道跟人道裏有很多

類似的地方。

《長阿含經》講到，一切人所居住的房舍屋

宅都有鬼神住在其中，沒有一所舍宅是沒有

鬼神的，所以鬼神是遍佈一切處的。在佛教

裏沒有講七月是鬼月，佛教認爲隨時隨地都

有鬼。街道、巷弄、十字路口、屠宰場、市

集、山丘、墳墓等等都有鬼神居住於其中，

這些鬼神都以所依止者爲名字。有些是依

附在人身上，就以這個人爲名字，我相信很

多人聽說過鬼附體，這也是有的。有些住在

村落裏面，就以村落爲名字，住在城鎮裏面

就以城鎮爲名字，住在某一個國家就以國家

爲名字，依附土地就以土地爲名字，依附山

嶽就以山嶽爲名字，依附河流就以河川爲名

字。電影《千與千尋》裏的琥珀主就是琥珀

川的河神。佛陀說，哪怕小的像車軸一樣的

樹幹，也有鬼神住在上面。可見，植物上也

住著鬼神。

爲什麽有一些人會被鬼神所惱亂，
有些人不會被鬼神干擾？

《長阿含經》說，一切人剛生下來不管是男

是女都有鬼神跟隨保護，當人快死時，守護

他的鬼就會攝其精氣，這個人就死了。還有

一種說法，每個人都有兩尊俱生神一直跟在

左右，一個記錄善行，一個記錄惡行。《華

嚴經》《藥師經》裏都有這樣的說法。

 

三十多年來，我在很多地方做一些弘揚佛法

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也遇到過很多所謂

的靈異事件，也有很多被鬼惱亂的人來找我

解決問題。確實有一些人會被鬼神所惱亂，

有些人不會被鬼神干擾，這是爲什麽呢？

 

佛陀是這樣說的：世界上有的人做非法的事

情，他們是非不分，邪見顛倒，造十惡業，

像這類人，成百上千人才有一個神來守護他

們。如果有人修行善法，知是非善惡，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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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有正知見，造十善業，這樣的人即使只有一位，卻有成千上萬

個神保護，就像國王和大臣，有成千上萬的人擁護一樣。因此之故，

世間的人有被鬼神騷擾的，也有不被鬼神騷擾的，佛陀是這樣來解釋的。

另外，一般來說，如果有鬼神會來害你，都是你過去生中曾經害過它，

或者你妨害到它的利益，不然的話，它不可能無緣無故來找你。這也

是我們會被鬼神惱害的一個原因。

如何與鬼神相處

佛法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第一，解決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就是我

們要認識生命的真相，要覺悟，這很重要；第二，佛法幫助我們很好

地處理與衆生之間的關繫。比如，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繫，我們跟動

物的關繫，以及我們跟鬼神的關繫。我們要對鬼神的世界有所瞭解，

也要學會如何跟他們和諧相處。

1、對鬼神生慈悲心，儘量利益他們

鬼故事 1
以前在家鄉的時候，有個中年婦女被蟒蛇附身，很痛苦，專門來向我

求援，看看有什麽辦法可以解決。我跟她講：「你應該對它生起慈悲心。

它爲什麽會來找你？肯定是你前世害過它，你念十萬遍觀音心呪給它

回向，希望它能夠得到超度，能夠往生善道，乃至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你要儘量地發善心，不要老是想著要驅趕它，或者是傷害它，你不要

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說：「如果沒有這個鬼的話，你可能不會念經，

不會學佛，也不會相信有六道輪迴。從這個角度來講，它對你也是有

恩德的。」她想想也是，然後就真的發心要爲這個鬼念十萬遍觀音心呪。

那個時候這個鬼就來了，直接附在她身上。其實我在講的時候也許它

就在旁邊聽著，那個鬼就附在她身上跟我說：「老師，你講得太對了！

我走了！」當然她講這話的時候，表情是很奇怪的，就像一條蛇的這

種表情。

 

鬼神肯定是存在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其實鬼到處都是，但是它一般

不會對我們有什麽損害的。除非你對它有什麽損害，令它生起瞋恨心，

人與人之間其實也是一樣的。

從某個角度來講，其實鬼比人好一點。爲什麽呢？因爲人有的時候還

會誤會，你對他發了半天菩提心，他沒收到，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對他

發了一個善心。但是鬼一般來說都還是有點小神通的，你如果真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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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對它發善心、念經回向給它，它馬上就知

道了。它能夠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麽，所以它

不會對你誤會，所以有的時候解決鬼的問題

比解決人的問題還要更方便一點。佛經裏面

講，你如果真心真意做功德回向，鬼馬上就

會收得到，馬上就會感受到快樂，那麽它就

會對你完全不一樣了。所以關鍵是我們要對

他們生起慈悲心和菩提心。

 

還有一個非常方便易行的、可以利益鬼神的

方法，就是布施吃剩下的飯菜。我們把吃剩

下的飯菜念觀音心呪七遍，對著剩下的飯菜

吹氣加持，倒到外邊去，鬼神就可以吃得到，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施食法，利益鬼神的一個

方法。

2、對鬼神發慈悲心的同時，也可以採用一
些利己利他的防護方法

鬼故事 2

我有一次的經歷就很有意思。有一些道友曾

經邀請我去一個蠻大的度假村，在深山裏，

房子看起來也蠻好看，但是住進去的當天晚

上，我就做噩夢，夢見所有的天花板都是骷

髏頭組成的，而且還感覺有人在推我，當然，

房間裏只有我一個人。當時我想，這個房間

裏面肯定有一些衆生。于是，在睡夢中我就

爲它們念觀音心呪，念了很多經，第二天起

床之後修了很多法回向給它們，第二天晚上

就沒再做噩夢了。

到了一個新地方要怎麽做？

一般來說，我們到一個新的地方，首先第一

天要做點功課，最起碼修一座慈心禪，告訴

一下鬼神，我不是來害你的，你不要緊張，

我祝你快樂。如果再好一點做個燒香供，請

客吃飯，這應該是很好的方法。

還有很多利己利他的防護方法：

第一，身上一定要佩戴首楞嚴神呪的護身符，

這樣就可以消除種種違緣。

第二，手上可以戴解脫手環，上面有觀音心

呪、蓮師心呪、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妙法蓮

華經，這些都是非常有加持力的。

第三，也可以在房間裏供奉《妙法蓮華經》。

據《法華傳記》等經典記載，《法華經》裏

每一個字都是一尊佛，有六萬九千多尊佛安

住於《法華經》中。當然《法華經》也有它

很殊勝的護法神。

第四，還可以隨身帶一座寶篋印陀羅尼塔，

因爲寶篋印陀羅尼塔所在之處，一切災殃都

可以消滅，也非常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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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基本上是我的標準套裝，一般來說都會隨身攜帶。我覺得作爲佛

弟子，不管去哪裏，我們首先要想到如何利益當地的衆生。我們攜帶

這些殊勝的法寶，到哪裏都請出來，供奉在書桌或者床頭，這樣我們

睡覺就感覺安心多了，而且還可以利益其他衆生，建議大家也可以這

樣做。

當然，最好你還能夠修法，修慈心禪、修護身法、做燒香供，念任何佛

經都是可以的，比如《法華經》《藥師經》等，哪怕你念藥師佛的名號，

也會有十二藥叉大將、八萬四千護法

神來守護你。

掃墓時如何防止被鬼神惱亂

我們掃墓或者看望亡人，特別是生重

病亡故的人，也會產生一些問題，會

被鬼神所惱亂。這時我們可以用剛才

講的那些方法：戴首楞嚴神呪的護身

符、解脫手環，帶寶篋印陀羅尼塔、

經書，等等，當然還可以念「南無觀

世音菩薩」「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大悲呪等，都是非常好的。密宗裏還

有很多方法，比如念摧破金剛心呪，

也是有淨化的功能，這樣就可以防止

鬼神的傷害。

但是大多數時候應該是不會出現鬼神

惱亂的這種現象，我學佛三十多年，

真正遇到鬼神惱亂的現象其實也不是

那麽多，我覺得大部分人也不會遇到，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了。

其他防護方法

守持三皈五戒：佛經裏講到守持三皈五戒也可以得到保護。守持三皈（皈

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有三十六位護法神日日夜夜守護。一般來說，

如果你遇到一些鬼神的問題，哪怕你什麽都不會念，你可以念「皈依佛、

皈依法、皈依僧」，就會有三十六個護法神來保護你。守持五戒（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就有二十五位護法神來守護，每

一戒都有五位護法神。如果我們遇到緊急情況，可以念「不殺生、不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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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護法神就會來。

念誦「南無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云：「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

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

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就是說，

如果遇到「夜叉、羅刹欲來惱人」的情況，

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他們連以惡眼看你

都沒辦法。有一種說法，如果念「南無觀世

音菩薩」，觀世音菩薩的威力就會讓我們放

出光芒，鬼神就睜不開眼睛。

 

念誦大悲呪：《大悲心陀羅尼經》裏講到，

如果在山上打坐，最好先念大悲呪。如果有

鬼神想要害你，護法神馬上就把它綁起來了。

在《大悲心陀羅尼經》裏也講到大悲呪結界

保護的功能。一般來說，在佛教裏舉辦任何

法會之前都要先灑淨，其實就是告訴鬼們：

「你們在這個範圍內不要搗亂。」在這個範

圍內修法就會比較安全，這些都是佛法裏很

重要的內容，大家有機會都應該學習，因爲

如果碰到問題時可能就用得上。

和鬼神和諧相處的好處

其實我們不用害怕鬼神的。你時時刻刻發慈

悲心、菩提心，時時刻刻想著利益衆生的時

候，所有的鬼其實不但不會害你，它反而會

幫助你。從某個角度來講，鬼神的作用也是

很大的。

我的恩師慧梅阿闍梨曾經講過，鬼神雖然沒

有佛菩薩那樣無窮的威力，但他們其實也有

一定的力量，如果他們擁護你，那麽一切都

會很順利，所以爲什麽我們到一個地方要修

慈心禪、做燒香供，念誦《妙法蓮華經》，

就是這個原因。如果我們先對他們發善心作

布施，當地的土地神、鬼神都會很歡迎我們。

如果他們支持我們，也會給我們的工作、生

活、弘法利生事業帶來很多的順緣，我覺得

這也是特別重要的。 佛
化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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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蘭盆節歷史悠久，其來歷可以追溯到兩

千五百多年前佛陀時代。

盂蘭盆節的來歷

印度的夏天雨季很長，出家衆不方便出門托

缽化緣，所以佛陀就安排僧衆在四月十五到

七月十五這三個月進行「結夏安居」，也就

是閉關。

經過三個月的閉關修行，到了七月十五這一

天，僧衆都來向佛陀彙報自己的修行成果，

很多人都在這段時間證得聖果，佛陀非常歡

喜，所以這一天被稱爲「佛歡喜日」。這一

天，僧衆們齊聚一堂，反省自己身口意的三

業，請其他僧衆提出自己的過失，在大衆面

前至誠懇切懺悔自己的業障，讓罪業得以清

淨，所以這一天也被稱爲「僧自恣日」。

根據《佛說盂蘭盆經》的記載，有一年的七

月十五還發生了一個感人的故事。

佛陀一位很重要的弟子——神通第一的大目

犍連，初次證得六種神通後，非常想知道自

己的父母親到底在哪裏，很期望能夠報答父

母親的恩德。

他通過神通觀察到自己的母親原來投生在餓

鬼道，皮骨嶙厲，長久沒有飲食。大目犍

連非常悲傷，用神力將裝滿缽的飯送給母

親吃，母親得到這缽飯後， 「左手障缽，

右手搏食」，就是左手遮著缽，怕被別人搶

成長 反省 慈悲 報恩
——盂蘭盆節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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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右手拿飯吃。我們從這個動作，可以看

出她的吝嗇心，非常怕別人來搶她的飯。但

是這個飯進入她的口中以後，馬上就變成了

火炭，沒辦法吃。

所以，這就是餓鬼的業力，哪怕是很好的飯

菜到了她面前都會變成火炭。

大目犍連看到後，特別地痛苦。看到母親這

樣受苦，他卻沒有辦法救拔，他就回來請求

佛陀指點。

然後佛陀就向他開示道：「你的母親罪業深

重，不是你一個人能夠救得了的，而且哪怕

是天神、地祇、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也

都沒有辦法。」爲什麽呢？因爲他們自己都

沒有了脫生死，連大目犍連都不如，所以，

如果大目犍連都不能救的話，這些天神、地

祇其實更沒有辦法來救他的母親。

佛陀說：「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乃得解

脫。」就是要依靠十方僧衆的威力才能夠救

你的母親。

佛陀于是向大目犍連講述了救度母親的方

法：在七月十五這天，也就是結夏安居的最

後一日，爲現世父母、七

世以來的父母、所有在厄

難中的父母， 「以百味飲

食安盂蘭盆中」，供養十

方自恣僧，父母因此就可

以得脫三界痛苦，若是親

眷健在，則會獲得吉祥如

意。

目犍連尊者依教奉行，果

然令母親脫離了惡道之

苦。

以此因緣，佛陀宣講了《佛說盂蘭盆經》。

經中佛陀開示道：「若未來世一切佛弟子，

亦應奉盂蘭盆，救度現在父母乃至七世父

母。」

「盂蘭盆」來自梵文音譯，爲「救倒懸」之

意， 「倒懸」就代表如腳朝上、頭朝下倒

吊般承受痛苦的衆生。

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日，陳設種種供養品，

承仗三寶不可思議的福德之力解救先亡「倒

懸」之痛苦，從佛陀時代就開始了，延續至

今天，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這就是盂

蘭盆節的來歷。

盂蘭盆節我們該做什麽？

盂蘭盆節帶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我覺得可

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

佛歡喜日
你的成長很重要
七月十五日，僧衆結夏安居修行圓滿，因爲

僧衆通過閉關修行獲得了很大成果，所以佛

陀非常歡喜，這一日才被稱爲「佛歡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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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看出，佛陀最歡

喜的事就是我們修行有所

成就，所以我們要努力修

行佛法，早日成就。

像結夏安居這種短期的修

行、閉關，也是有很大功

德的，如果我們有條件，

可以適當做一些短期的閉

關，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佛

歡喜的事情。

僧自恣日
來一場「批評與自我批評」
七月十五的「僧自恣日」其實就是「批評與

自我批評」，大家通過自我反省，以及互相

規勸，懺悔業障，來清淨罪業。如果有人指

出你的罪業，你承認後當衆懺悔，這個罪業

就會清淨。

這是僧團的一個規矩，每隔半月就要有一次

誦戒，以此檢查自已的身口意。作爲佛弟子，

我們也應該效仿僧團的做法，在這一天做「批

評與自我批評」，發露懺悔自己的錯誤和過

失，來清淨我們的業障。

救苦節
慈悲普度
盂蘭盆節在中國以及日本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節日，民間又稱爲「中元節」。

中國民間傳統會進行一個很普遍的活動叫

「中元普渡」，就是祭拜祖先、普度衆生的

活動，現在一些地區還保留著這個傳統。我

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傳統，這些做法對衆

生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利益的。當然在盂蘭盆

節這一天供養僧衆的做法，用回向和加持的

力量讓父母衆生得到解脫是更好的。

在《佛說盂蘭盆經》中說：「是時目連母，

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她本來在餓

鬼道要住一劫的時間，但是因爲目犍連供養

十方僧衆的功德，在七月十五這一天就脫離

了餓鬼道。

佛陀後來在這部經裏還說，像目犍連那樣做

可令「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

所以我覺得這一天也是一個救苦節，我們可

以通過供僧和燒香供、火施等善法來救度苦

道衆生，最好燒一些解脫呪輪，這對鬼道衆

生利益很大。

當然還有一些高深的修法中也有很多自利利

他的修行方法，比如密法中的施身法。

如何與鬼神相處

以前慧梅老和尚也曾開示：「我們修行的人

對鬼神要善待，要經常布施鬼神，要做火施，

等等，否則他們也會製造一些違緣。」

就好比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繫也是一樣的，

衆生互相之間也會有些關繫。比如說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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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上立足，就要搞好身邊各種各樣的人

際關繫，那麽，我們要在法界中立足，就要

和六道衆生搞好關繫。

用慈悲心對待鬼神很重要：第一，要不起惡

念，不起瞋恨心；第二，我們要對他們修慈

心觀，祝願他們都能快樂，無有身心的痛苦。

對他們儘量多作布施，或者念經、供養上師

三寶並將功德回向給他們，這些對他們有最

直接的利益。

同時我們也可以作一些修法來保護自己，比

如說密法中結界法、護身法、摧破金剛等真

言密呪修法，來遣除鬼神的惱害。

報恩節
佛弟子如何力行最完美的孝道
《佛說盂蘭盆經》中說：「是佛弟子修孝順

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

七月十五日，當以孝順慈憶所生父母，爲作

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它又是一個「報

恩節」。

《大盆淨土經》裏說：當年的瓶沙王、須達

居士和末利夫人等爲求滅除七世父母的罪業

都曾依照《佛說盂蘭盆經》造五百個金盆，

盛滿種種的供品來供養僧衆。

中國也是一樣，從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翻譯

此經以後，經中供養十方僧衆以求報答父母

恩德的這種孝親思想跟中國傳統的孝道不謀

而合，因而得到中國帝王的宣導。

所以在古代，盂蘭盆節供僧非常盛行。

在這一天，我們佛弟子更應該從憶念現世父

母的恩德到憶念生生世世父母的恩德，由此

來引發我們的菩提心，這也是很重要的一種

修法。

在《普賢上師言教》裏講菩提心的修法，就

是要了知一切衆生生生世世都做過我們的父

母，我們要懂得知恩、感恩、報恩，要對生

生世世的父母衆生予樂拔苦。

那麽，怎樣才能給予他們快樂，消除痛苦呢？

我覺得在盂蘭盆節我們可以做的有以下三個

方面：

一是爲他們做功德。這一天，爲現世父母、

七世以來的父母以及在厄難中受苦的父母做

功德，準備好百味美食、花果、燈燭等上好

的供品，放在盆中，恭敬供養所有僧衆，將

功德回向給他們，那麽過去七世的父母都會

離開惡道的痛苦，得到很大的福報，會「生

人天中福樂無極」，得脫「三途之苦」。

通過做這些功德，可以報答父母的養育慈愛

之恩，並由此來引發我們的菩提心。

當然《佛說盂蘭盆經》裏講到供養十方僧衆。

我覺得應該推而廣之，任何善法功德都可以

做，不僅僅是供養所有僧衆，還可以供養所

有的佛法僧三寶，上供下施，並將這些功德

回向給父母，那麽現世父母就會健康長壽，

一切吉祥如意。

二是對現世的父母力行孝道，思維父母的恩

德，乃至生生世世的父母的恩德。

三是在七月十五這一天，戒殺放生，讀誦《法

華經》《藥師經》，念誦觀音心呪等各種密

呪，做燒香供、火施等，將功德回向給生生

世世的父母。

佛
化
生
活

75



【摘要】
中國天台宗歷來有教觀並重、顯密圓融的傳統，甚至中國

天台宗傳承到日本之後，其創立者最澄更加突出了密教的

特色，形成了天台密教——台密。

本文以《准提三昧行法》爲對象，從天台宗圓教的角度對

准提密法進行了特殊的詮釋。《准提三昧行法》在諸多准

提密法的傳承中，形成了一個獨具一格的修法流派，值得

我們去探究、實踐。

【關鍵詞】
天台宗  圓教  准提密法  融合

【作者簡介】
智廣，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香港）指導上師，

日本真言宗、天台宗傳法灌頂阿闍梨。

【正文目次】
一、天台宗與密法的淵源關係

二、天台密法的特點

三、天台圓教和准提密法融合的典範——《准提三昧行法》

四、《准提三昧行法》與《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修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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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台宗與密法的淵源關係

天台宗的優良傳統就是教觀並重、顯密圓

融。教與觀都非常齊全完備。而且，天台宗

高祖龍樹菩薩、慧思大師、智者大師、性澄

大師、四明知禮大師、靈峰蕅益大師、天溪

受登大師等很多高僧大德都是顯密融合一體

而修持的。以最澄大師爲創教祖師的日本天

台宗更是以「台密」爲名，充分體現了天台

宗與密教融合的特點。

首先，天台宗最主要的所依經典是《妙法蓮

華經》。此經特點就是一乘了義、純圓獨妙、

顯密具足。 

《妙法蓮華經》是否具足金剛乘密法的內容

呢？

宋金銀書畫《妙法蓮華經》

《法華經述要》[1] 中記載：

此法華經，爲釋尊七十二歲以來八年間之說
法，故此經之原本，因之亦頗浩繁，如《法
華傳》云：「八載結集之文，尚充一由旬城，
若廣結集，無所容受。」……

同傳又云：「西方相傳，佛說法華，有不可

說品，品有多偈。」

又《法華經》之異譯本《薩曇芬陀利經》中
云：「佛在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中，說薩曇芬陀利 ( 此云法華 )，無
央數偈。」

由此以觀，《法華經》之原本，也是汪洋浩瀚，
絕非如中土傳譯之七卷本（羅什譯之《妙法
蓮華經》，法護譯之《正法華經》），或十
卷本（闍那崛多，達磨笈多共譯之《添品法
華經》）之數也。在如來最初成道三七日中
所說之《華嚴經》，其略本譯出，尚爲六十
卷或八十卷，四十卷等，又最後雙林一日一
夜中所說之《涅槃經》，尚譯出爲四十卷或
三十六卷，今此歷八年之久以說之本經，故
絕非僅七卷或十卷可知。

然而譯此經者，不能以一己
之私意，而節略「一由旬城」
之梵本也。蓋當日所流行於
印度者，即已爲全部《法華》
之略本，而非其廣本，至傳
來中土，實亦此經之略本，
故僅有七卷或十卷耳。

……又本經之廣本中，多真
言陀羅尼印契儀軌等，如不
空譯之《成就妙法蓮華經王
瑜伽觀智儀軌》卷一，及《法

華十羅刹法》卷一等者，即其一部分也。

夫《華嚴經》，有恆本、大本、上本、中本、
下本等之十類，又如《大日經》，亦有常恆
本、分流本之二種，而此《法華經》之原本，
則亦有常恆本、大本、廣本、略本之四本焉。

常恆本，即十方三世不斷常說之《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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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如《法華經 • 如來壽量品》云：「我
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百千
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衆生。」

又同品偈云：「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祇，
常說法教化，無數億衆生，令入於佛道，爾
來無量劫，爲度衆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
不滅度，常住此說法。」

大本，謂往昔大通智佛之《法華經》，有恆
河沙偈 ( 化城喻品 )，威音王佛之《法華經》，
有二十千萬億偈 ( 常不輕品 )；宿王智佛之
《法華經》，有八百千萬億那由他甄迦羅頻
婆羅阿閦婆等偈 ( 藥王品 )，今釋尊有無央
數偈 (《薩曇芬陀利經》)，此皆大本之《法
華經》也。

廣本，謂即佛弟子結集所成之一由旬城之梵
本是也。此廣本之全部，今何處，尚不可知，
然有謂與諸大乘經共藏龍宮去。

略本，即於前一由旬城之廣本中，節略而成

者，即今流行世間之《正法華》《妙法華》
等經之原本也。

所以，廣義《法華經》，包含《妙法蓮華曼

荼羅經》《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

等，在這些經軌中完全具足曼荼羅（壇城）、

灌頂以及修法儀軌，故當屬密法。

爲此筆者曾專門請教過喇榮五明佛學院慈誠

羅珠大堪布，堪布云：具足灌頂，即屬密法。

天台宗的歷代傳承祖師、高僧大德中有許多

都是顯密圓融的成就者。

天台宗高祖龍樹菩薩本身就是唐密之初祖，

同時又是印度金剛乘無上密法大手印八十四

大成就者之一。其具體事跡可以參看唐密之

祖師傳記與《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傳》。

而且，在准提密法的傳承中，龍樹菩薩也有

很重要的地位。

准提密法中不可或缺的著名祈請文：「稽首
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讚大
准提，唯願慈悲垂加護。」就是龍樹菩薩親

自撰寫的，用來祈請准提佛母降臨壇場，加

持行者。誠心念誦此首偈語，准提佛母及其

各部護法聖衆，就會立刻受請降臨。

又龍樹《持准提明藏偈》[2] 云：

常以大慈悲，調伏諸衆生，成福功德海，是
故我讃禮。

真如純一理，離欲壞諸趣，利生住寂靜，是
故我讃禮。

堅固持淨戒，證入解脫門，住最功德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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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讃禮。

准提功德聚，寂靜心常持，一切諸大難，無
能侵害者，

天上及人間，受福如佛等，遇此如意寶，定
獲大菩提。

這也是准提密法中非常著名的讚歎偈頌。

當時法身大日如來把所傳承下來的密法藏在

南天竺一個隱祕的鐵塔中交付給金剛薩埵；

後龍樹菩薩就用法力以芥子打開南天竺鐵塔

拜見金剛薩埵，金剛薩埵就將所有密法傳承

給龍樹菩薩。龍樹菩薩是密藏的傳持者。龍

樹菩薩深通准提大法，後來示現證初地歡喜

地菩薩果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其實龍樹菩

薩本身早已成佛，佛號是「妙雲相如來」，

亦名「妙雲自在王如來」。

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師則修習方等懺法達七年

之久，智者大師也久修方等懺法。智者大師

門人灌頂所撰的《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中

記載：

「年十有八……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兼
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誦
《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歷
涉二旬，三部究竟。進修方等懺，心淨行勤，
勝相現前……時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
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
九旬常坐，一時圓證。」

智者大師曾系統整理編撰了慧曠、慧思等大

師所傳承的許多修法，《法華三昧懺儀》《請

觀音經懺法》《金光明懺法》《方等三昧行

法》（《方等懺法》）等。其中，《請觀音

經懺法》《方等三昧行法》（《方等懺法》）

都屬於密呪的修法。

《方等懺法》即《方等三昧懺法》，是依《大

方等陀羅尼經》所制立之三昧行法。智顗曾

作《方等三昧行法》（簡稱《方等行法》，《大

正藏》冊46，頁943-948），後亦納入《摩訶止觀》

「四種三昧」的「半行半坐三昧」修法中。

具體的修行方法是：於閑靜之處嚴治道場，

奉請二十四尊像，延請嫻熟毘尼之戒師，受

持二十四戒及陀羅尼呪。每日潔淨衣衫，三

時沐浴，長齋七日。日日三請三寶，供養禮

拜，以虔敬心，陳悔罪咎，誦持呪語，旋繞

一百二十匝，一旋一呪；旋繞持呪畢，卻坐

思惟，觀實相中道之正空。觀訖，又起而旋

呪；旋呪竟，復卻坐思惟，如是反復修持。

（智顗，《摩訶止觀》卷 2 上，《大正藏》冊 46，頁

13 中。北涼 ‧ 法衆譯，《大方等陀羅尼經》，《大

正藏》冊 21，頁 641 上 -661 上）

所以，慧思大師與智者大師，除了讀誦《妙

法蓮華經》等經典以外，最主要修持的就是

密法——方等懺法，而且都是因此而「勝相

現前」「一時圓證」，獲得一定的成就。

智者大師還將天台宗止觀修持的方法總結爲

四種三昧，即：常坐、常行、半行半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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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非坐。包括了漢傳佛教中般若空觀、法華

一乘實相觀、坐禪、念佛和懺悔等各種修行

法門，因而被認作是天台宗的精髓。從藏傳

佛教金剛乘的角度來看，天台圓教的見地、

《摩訶止觀》四種三昧的修法也包含了甚深

密呪的修持以及部分無上密法大手印、大圓

滿的修法內容。

到了北宋初年，佛教得到朝廷的重視，天台

教典也從高麗回傳本國。有知禮大師和遵式

大師等復興本宗，遂使天台宗修持方法，在

實踐操作方面有了不少改觀。

四明知禮大師一生精進弘法，非講即禪。除

了研講天台教觀和持戒修觀之外，其主要的

修行方法，如《佛祖統紀》卷八 [3] 說：

「修法華懺，三七期五遍；光明懺，七日期
二十遍；彌陀懺，七日期五十遍；請觀音懺，
七七期八遍；大悲懺，三七期十遍。結十僧
修法華懺，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三年。
然三指供佛。造彌陀、觀音、勢至、普賢、
大悲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乘，滿一
萬卷……」 

其中「請觀音懺、大悲懺」等懺法都屬於密

法。而且，在修持當中與「實相」相應，每

一種懺法的中心都是以「觀心」爲關鍵所在。

此外，知禮大師撰《千手千眼大悲心呪行法》

一卷 [4]，更加明白地告訴世人，這是他從

少年的時候就已經能夠口誦了，及至修學天

台教觀之後，方知可以作成專門「觀慧、事

儀」，所以就建立這種懺儀，並且指出這是

屬於四種三昧之一——「隨自意三昧」的行

法。如他說：「此大陀羅尼，忝自髫年便能
口誦，且罔諳持法。後習天台教觀，尋其經
文，觀慧事儀足可行用，故略出之，誠堪自

軌。……若據此經，不制專坐，唯行及以相
半，亦非縱任三性，於中覺察，而令三七日
依法誦持。蓋隨自意中，依經行法也。」

這就把「隨自意三昧」的操作更加具體化了，

但他並不是說「隨自意三昧」必須這樣修習，

而是說明了這種「大悲懺」可以判屬於「隨

自意」的範圍之內，這就應了湛然大師的「四

種三昧攝一切行」的指導思想。

這個大悲懺法的修習方法，分爲十個部分：

一嚴道場、二淨三業、三結界、四修供養、

五請三寶諸天、六讚歎申誠、七作禮、八發

願持呪、九懺悔、十修觀行，並以「法華三

昧補助觀想，注於事儀之下」。由此可知，

本懺儀還融攝了法華三昧的內容在裏面。

遵式大師作爲知禮大師的同門法兄弟，並爲

宋朝復興天台的兩位主要高僧。知禮大師主

要是在對天台思想義理方面的巨大貢獻，而

遵式大師則著重於實踐方法上的卓越成就，

成爲北宋初年對於天台教學重新整合的完美

體現，使「教觀雙美」的特色以全新的面貌

屹立於佛教社會當中。故有「慈雲懺主」之

尊稱。

遵式大師還撰有《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

羅尼三昧儀》《熾盛光道場念誦儀》等密法

儀軌，把唐宋之際傳譯到我國的密教修法，

與天台教法融合，其念誦儀軌充滿了密教的

特色。但是，其觀心的實質性內容，又都是

屬於天台的觀法內容，這對豐富天台宗的修

持方法，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義。

遵式大師根據《國清百錄》卷一所載的《請

觀世音懺法》和《金光明最勝懺儀》而整理

出《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一卷 [5]，詳細討論了「觀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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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式大師在敘緣起第一中說：

「應知大乘三種懺悔，必以理觀爲主。止觀
云，觀慧之本，不可闕也。輔行釋云，若無
觀慧，乃成無益苦行故也。禪波羅蜜云，一
切大乘經中明懺悔法，悉以此觀爲主，若離
此觀，則不得名大乘方等懺也。」

全文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敘緣起；第

二部分是明正意（正修懺悔之法），分爲十科：

一莊嚴道場、二作禮法、三燒香散華、四繫

念數息、五召請、六具楊枝淨水、七誦三呪、

八披陳懺悔、九禮拜、十誦經；第三部分是

勸修。

主體部分就是第二部分的正修十科，大師

說：

「然此十意。各具事理皆通感應。俱遍三業。
悉淨三障鹹會三德。解脫要道一何坦然。故
約事即今十科事行。約理惟二。一順陀羅尼
中道正觀。二歷事修觀。」[6]

凡是行法之中，操作、觀想、寓意、表法等

等，都依《國清百錄》 《摩訶止觀》 《輔

行》等祖師之著述，詳加說明，回歸「……

即實相正觀爲體。非空非有遮二邊惡業。持

中道正善具足三德。不縱不橫諸佛祕要不可

思議」。[7] 此懺法經遵式大師親自實踐，

爲期四十九日，得到莫大利益，所以大師特

別關注，極力提倡。

遵式大師還根據密宗經典《佛說熾盛光大威

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撰《熾盛光道場念誦

儀》[8] 一卷。此《念誦儀》共分爲七科：

第一設壇場供養，詳細地介紹了如何選擇淨

處、設立壇場、道具供養。

第二示方法，講述了念誦熾盛光大威德陀羅

尼的遍數和表法等情況。

第三揀衆清淨，講了舊行清淨和入道場清淨

的兩種身儀和修道人的情況。

第四誦呪法，介紹了念誦陀羅尼的方法。

第五三業供養，講述了「禮請陳意」等七個

方面的行儀中心內容：一者三業供養，二者

奉請三寶，三者讚歎三寶，四者作法持呪，

五者禮佛，六者懺悔，七者行道，這是整個

懺儀的具體操作部分，也同樣融入了「順逆

十心」等天台觀法的精要在內。

第六釋疑，解釋了用梵文之讀音念誦密呪的

必要。

第七誡勸檀越，指出檀越信衆應具五事，方

能具備福慧勝因。所謂五事就是：第一，欲

陳法會，家中長幼，盡須同心，去其酒肉，

五辛等物。施主每日，隨僧禮佛，陳吐懺悔。

第二，當齋僧次，躬須給侍，不得坐於僧上，

稱是主人，放縱談笑。第三，佛前供養，須

倍於僧，凡聖等心，事事精細。第四，盡其

所惜，施佛及僧，勿得隱細用粗，世世招失

意果報。第五，道場緩急，不得使僧，此是

福田，翻爲僮僕，豈得然乎。

元代中國由蒙古族統治，以敬奉藏傳佛教爲

主，漢傳佛教也遭到不小的挫折，整個漢傳

佛教的理論和修持方法都處於低谷的狀態。

在統治者的護持下，藏傳密教在漢地流傳開

來，而且比漢傳佛教更具優勢。相比之下，

整個漢傳佛教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慘狀，只

餘淨土宗簡約的持名念佛一法，維繫著漢傳

佛教的一絲命脈。天台宗的修持法門方面，

除了在宋朝就已經與淨土合流的念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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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也是處於慘淡經營之中。

在這樣的特殊歷史環境中，天台祖師有感於

「以一實相爲依據的融攝性」之原則，接納

新的修學方法。于是當時著名的性澄大師懷

著復興天台祖業的熱情，積極配合新時代的

潮流，專志於藏傳密教的研習，師隨當時的

國師膽巴上師（1230 ～ 1303）稟受密戒，並

入其室。不久又從哈尊上師學藏傳密法，窮

究其宗旨。遂將密法攝入於台宗教學之內，

開闢了天台宗史上天台教法與藏傳密法融合

的新途徑，這是元代出現的天台宗新趨勢。

但是，性澄大師到底作了怎樣的融合？其攝

入到天台教法之後，形成了什麽樣的修持方

法呢？並無足夠史料可資查考。似乎性澄大

師的天台密教修法並未得到弘傳，非常遺

憾！然而，此一史實，足資我們開闊佛法弘

揚的視野，尤其是在修持方法上，應該秉持

佛法的根本立場，堅守天台圓教的「諸法實

相論」，建立乃至吸收的其他宗派的有效行

法，契合時機的需要，爲當時當處的佛法行

人、社會大衆提供相應的修持方法，這已經

成爲天台歷史上不爭的事實。

到了明清時期，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天台宗

靈峰派的開創者蕅益大師，雖然以念佛求生

淨土爲歸，卻也廣修各種法門，特別是對於

天台宗的學修以及密呪的修持尤爲用力，此

可以於大師《年譜》中看到。而且，大師廣

閱《大藏》，著有《閱藏知津》，對密宗經

典有深入的瞭解與研究。

大師在《教觀綱宗》化儀四教的祕密教中，

區分了祕密教與祕密呪，將一切密呪陀羅尼

章句收於祕密呪下，這也是對台宗舊有教判

的發展。

大師對密法有非常深入的學修和認識。在《祖

堂幽棲禪寺大悲壇記》[9] 中曾云：

「如來顯密二教，並具四種悉檀，而密教尤
重壇儀。蓋全理成事，全事攝理，直以事境
爲諦觀，本非僅托事表法而已。觀世音菩薩，
慈遍刹海，於娑婆世界更有大因緣，其所說
呪，藏中最多，唯大悲心呪，流通獨盛。有
宋四明尊者，法智大師，佛子羅睺再來，專
修密行，依天台教觀，創立大悲三昧行法，
十科行道，十乘觀心，並是佛祖祕要，萬法
總持。」

這是大師對密法以及四明尊者大悲心呪儀軌

的讚歎。

又大師於《示念日》[10] 中開示了顯密之關

係以及要點：

「顯密圓通，皆以解行雙進爲要。解者，達
我現前一念心性，全體三德祕藏，與諸佛所
證，衆生所具，毫無差別。十方三世，顯密
契經，惟爲發明此一念心性。達此一念心性，
即顯密二詮之體，從此起於顯密二行。顯行
依經修觀，廣如二十五圓通法門，略則惟心
識觀，真如實觀，二種收盡。二十五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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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二觀，且約耳根言之，先從征心處破妄，
惟心識觀也。圓解既開，即於聞中入圓通常
流，真如實觀也。密行亦具二觀，達字字句
句無非法界者，真如實觀也。心無異緣，專
持此呪，悟知音聲如響，能持之心如幻者，
惟心識觀也。由惟心識，進真如實。密行成，
顯行亦圓滿矣。」

又於《法海觀瀾自序》[11] 云：

「密宗唯大乘法，身入壇結密印，口誦密言，
意專密觀，名三密法門。若論初修之者，必
先持淨戒，發菩提心，解法界理，方許入壇，
克期取證……今約諸佛所說神呪，不許翻譯，
唯令持者，立地證入，又令聞者，乃至遇影
蒙塵，皆成究竟解脫種子。」

大師曾經發十二大願，在身上燃香十二炷，

持准提呪一百二十萬，並撰寫《持准提呪願

文》[12] 云：

「智旭向以十二願，然香十二炷，散持准提
呪一百二十萬。今束爲三願，然香三炷，結
壇持三十萬。一願毘尼實義，昭揭中天，教
觀禪那，盡除流弊，靈山共睹儼然，淨土同
期托質。二願修治大藏，昭佛祖之慧命，救
贖衆生，普法界之慈緣。三願學無邊法門，
窮正覺心源，竟法海涯底，折舉一廢餘之魔
見，導萬有不齊之群機。讃戒讃聞，無人不
秉真說。巨集禪巨集淨，無處不轉正輪。如
此三願，不爲自圖名利安樂，出生死，證菩
提，普爲法界衆生，同具如來十號，證涅槃
四德，至究竟安隱處，超二種生死苦，圓四
智菩提果，居上上寂光土。仰唯法界三寶，
大准提王，速如所願，盡未來際，行普賢妙
行，披地藏誓鎧，衆生不度盡，不取般涅槃。」

可見大師對於准提密法的信心與修持都是非

常深入的。而且，大師還專門寫過一個准提

密法的修持儀軌——《准提持法》，但好像

已經失傳了，非常可惜。

大約明末清初時期，靈峰蕅益大師之後，天

台宗有《准提三昧行法》一卷（卍續藏2乙.2.1、

嘉興藏續 374），題「天溪比丘受登集」。此

行法乃天台懺法系統之准提密法，成書於康

熙四年（1665）以前，作者受登又名天溪景惇。

受登又著有《藥師三昧行法》一卷（卍續藏 2

乙 .2.1、嘉興藏續 373）。關於天溪受登大師與

《准提三昧行法》在後面會專門探討。

民國時期被譽爲「道德第一」的天台宗高僧

興慈法師，教弘天台，行歸淨土，學通教觀，

行解並進。對於密法尤其有深入研究，他編

著的《二課合解》一書，內容涉及顯密、禪

淨、大小乘各種經典奧義，以及天文、地理

知識。其中對於二課中的密法內容有詳盡的

解釋。除此以外，尚著有專門闡述瑜伽密法

的《蒙山施食儀軌》。興慈法師的重要弟子

慧梅上人，則傳承了天台宗與密法圓融無別

修持的傳統，於密法尤其有很高深的證悟，

乃至在三昧淨相中得到不少密法的傳授，爲

天台密法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筆者就是

在慧梅上人處得到了許多顯密教法的傳承。

筆者的另一位天台宗恩師——新昌大佛寺方

丈悟道法師，亦非常重視密呪的修持，除了

曾大力弘揚念佛法門、傳授天台止觀心要之

外，還廣泛傳授大悲心陀羅尼神呪、准提神

呪、六字大明呪、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

羅尼等密呪，並且常常親書梵文六字大明呪、

阿彌陀佛往生呪等贈送有緣。

由此可見，天台宗歷來就有顯密圓融的優良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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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台密法的特點

天台宗不但是佛法理論發展到了極致的宗

派，而且修持方法也臻至圓熟的頂巔。其「教

觀雙美」——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顯密

圓融」——修持方法包容一切的特點，可以

說是佛教其他各宗難以企及的。

那麽，從天台宗的角度看待密呪的修持，如

果以治病、發財、求官、求神通等世間發心

而修持密呪，只是世間法而已，並非解脫道。

以求解脫之心攝持，以析空觀而修持，此爲

天台宗藏教之密法；以菩提心攝持，以體空

觀而修持，此爲天台宗通教之密法；以菩提

心攝持，以次第三觀而修持，此爲天台宗別

教之密法；以菩提心攝持，以一心三觀而修

持，此爲天台宗圓教之密法。所以，天台宗

藏通別圓四教判攝一切教法，罄無不盡，包

含一切顯密教法。

而天台宗本身所主張的密法修持的特點則

是：

比較注重懺悔業障，以及守持清淨戒律。《准

提三昧行法》行純範驤之序言中云：「經說

念誦觀行供養次第。先須受持禁戒。堅固不

退。心不散亂。方許入此法門。」

儀軌形式上類似密宗金剛乘事部的修法，比

較注重外在壇城的莊嚴，供養的豐富，以及

身心的清潔。這樣能夠迅速地累積福德資糧，

並且比較容易引發行者的虔敬心。

以上兩點也比較容易讓廣大信衆產生信心，

不容易產生邪見。廣大信衆對密法產生邪見

最主要的原因，是修持密法的僧人往往戒律

不清淨，飲酒、吃肉、有女人，等等。

天台密法的核心精髓則是，以天台圓教的究

竟見地——佛之知見來修行殊勝的密法，故

可得事半功倍之效。衆所周知，唐密爲主的

漢傳密教內容非常廣博，也比較複雜，其見

解在日本東台二密各有不同說法。日本天台

密教就有「圓密一致」之說。天台密法在見

地上，與金剛乘之巔峰大手印、大圓滿比較

類似，故而是比較殊勝的。

關於天台圓教見修之殊勝，靈峰蕅益大師在

三十二歲時，「擬注《梵網》，作四鬮問佛：

一曰賢首宗，二曰天台宗，三曰慈恩宗，四

曰自立宗。頻拈得天台鬮，於是究心台部」。

了知天台一宗「教觀雙舉，信法兩被，故能

超賢首、慈恩諸教之觀道寥寥；亦勝曹洞、

臨濟等宗之教法貿貿」之殊勝之處，認識到

「我禪門之病，非台宗不能救耳」。而且在

研修台宗後，由衷地感歎「古云：台教存則

佛法存，台教亡則佛法亡，非欺我也！」是

故，天台圓教的見修確實是無與倫比。

關於天台圓教與大手印、大圓滿見地的比較，

另文再述。

綜上所述，天台密法是一種比較注重淨障積

資、守持清淨戒律、形式莊嚴、見地究竟——

以圓教佛之知見攝持的殊勝修法。是故天台

祖師云：「依之修證，得道如林。」歷代成

就者是非常多的，文首已經舉例，這裏不再

贅述。

三、天台圓教和准提密法融合的典
範——《准提三昧行法》
　

《准提三昧行法》之作者天溪受登大師

（1607—1675）字景淳，號幻依。秀水（浙江嘉興）

郁氏。薙落於硤石廣惠寺。受沙彌戒於天童

密雲。圓具於曲水古德。得法於龍樹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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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四，住仁和天溪大覺庵。專心講懺，

寒暑不輟。有《摩訶止觀貫義科》《准提三

昧行法》《藥師三昧行法》《大悲懺科》。

（詳見靈曜《隨緣集•天溪和尚傳》）

從靈曜《隨緣集•天溪和尚傳》中可見，天

溪受登大師是當時一位了不起的天台宗高

僧，對天台教觀有很深的學修，爲弘揚天台

宗作出了很大貢獻。而且，大師弘法的重點

是「講示顯密教部隱深宗旨」，並且所著大

多有關密法，「著有藥師行法、准提行法、

大悲懺科、瑜伽詮次並注」。

天溪受登大師所造的《准提三昧行法》是天

台宗准提修法儀軌，是天台圓教和准提密法

融合的典範，以天台圓教的見地——佛之知

見來修持准提密法，非常殊勝。

此《准提三昧行法》懺法儀軌，是用以淨除

罪障、證悟實相的。准提密法本身是非常強

有力的淨除罪障的法門，藏傳佛教格魯派創

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廣論》

中講四力懺悔，說到淨罪之相時，也專門引

用了《准提經》的原文。

《准提三昧行法》[13] 儀軌具體分成以下五
大部分內容： 

【述勸修第一】
講述無論出家在家行者，如果能夠修持准提

密法，就可以獲得世出世間的一切成就。

【明受戒發心第二】
首先要守持清淨的戒律。「是知欲入道場。

必又重嚴戒法。所謂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

前。此先佛明誨。極宜奉重也。」

其次要發起無上菩提心。菩提心者，爲四弘

誓願，及空性勝義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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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人及日期時數第三】
須請教授阿闍梨（上師善知識），確定同修

人數，以及修多長時間，都需要事先確定。

「今約法審機。 定三七日。爲一期精進修

法。一七二七。增至七七。皆隨人力。然是

初修之程限耳。」一般二十一天爲期，閉關

修行。進入閉關前，要做好準備工作方便修

行，制定共修的規則。

【出正修法第四】
這部分是真正的正行修法。

天溪受登大師並不取下三部密法之有相修法

爲主導思想，而是以「無生理觀，實爲前導。

諸法性空，萬行無作。圓因據爲標準，大果

取以指歸」。「俾正修時。一以無生理觀而

融即之……自不同於專緣壇印爲指歸。偏守

字聲爲究竟爾矣。」這與《大日經》卷七 [14]

所說「甚深無相法，劣慧所不堪，爲應彼等

故，兼存有相說」之說法相契。

其中又分成十個次第：

一、嚴治道場
「先明治壇嚴像，次明結界。」佈置莊嚴壇

城，結界防魔也。

二、清淨三業
「念誦儀云：於所在處，清淨澡浴，著新淨

衣。於四威儀，發四弘誓。於一切事，心不

散亂……大要身論開遮。口論說默。意論止

觀也。」

此清淨身口意三業也。

三、三業供養
「嚴持香華，如法供養。」此累積福德資糧

也。

四、請三寶諸天
迎請本尊以及眷屬蒞臨。「念誦儀云：准提

佛母，並八大菩薩，及諸聖衆，眷屬圍繞。

不離本土。來至道場。空中而住。受我供養。」

五、讚歎申誠
「今取龍樹持准提明藏偈，用以讃之。」

六、作禮
於「能禮所禮性空寂」中而對本尊、諸佛菩

薩作頂禮。

七、持呪
於了義究竟之見地中三密相應而持誦真言大

准提陀羅尼。

其見地者，「此真言道，廣大圓融。實相無
相，離諸分別。性同虛空，具足三德。不縱
不橫，平等遮持，爲功德聚。諸佛於此，不
動如如。百六十心，善超無礙。而諸衆生，
不自證得，無明隨順，三有淪胥，猶持火燼，
旋轉不停，揆厥所由，見聞爲咎。故我准提
如來，悲生無際，從本垂跡，三密頓化，跡
從本垂，九字齊彰。契理地之智色，發教門
之聲緣。稱體宣流，結成梵字。欲令衆生，
開妙覺之知見，成本然之智身。即此見聞，
而非見聞。法界色聲，同一究竟。夫第一義
理，本無聲字。而聲字能事，爲一理門。緣
聲入智，因字盡性。離乎聲字，亦無解脫。
今之行者，標心立行，破障顯理。若不布字
緣聲，入三摩地，無由就路還家，從因證果。
故此修法，隨立二門。即緣聲布字持，與入
三摩地持。龍樹名此爲有相持，無相持也。
無相持，至第十章明。有相持者，詳此聲字，
並是色法，通爲教體。馬鳴云，色性即智，
說名智身。天台謂之念法門身也。」

八、修行五悔
即懺悔、勸請（請轉法輪）、隨喜、回向、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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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道旋繞
「舉足下足，不住行相。」於空性之中旋繞，

念誦佛菩薩本尊聖號。

 

十、入三摩地
「行者禮懺訖。應出道場。別於一處。身就
繩床。入三摩地。」安住於禪定之中，「即
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即畫一○相。隨而思惟
字母種性相義。

唵是一切法本不生義。亦是三身義 ( 此

是不空譯。據果義也 ) 又流注不生滅義。亦是
最勝義 ( 流注。即微細煩惱。此金剛智譯。據因義也 )。

折是無行義 ( 金譯 )。又一切法不生不滅
義 ( 不譯。此以寂止爲行 )。

戾是無相義。

主是無起住義。

 戾是無垢義。

 准是無等覺義。

 提是無取捨義。

 莎婆（二合）是平等無言說義。

 訶是無因寂靜。無住涅槃義。

此○明相。」

在這部分的修法中，天溪受登大師提出把准

提心呪的九個字，即「嗡折戾主戾准提莎婆

（二合）訶」和天台圓教十乘觀法相結合而

修持。

「此九梵字，與今家十乘，更無差忒。言十
乘者，初觀不思議境，二真正發菩提心，三
善巧安心止觀，四破法遍，五識通塞，六調
適道品，七對治助開，八知位次，九能安忍，
十離法愛。今輒釋其意。真言九字，即依不
思議觀境，發菩提心等九法乘也。以初○相，
是其理境，圓明絕待，本不生滅，無行，無
相，無起，無垢，無等，無取，無言，無住。
然九字真詮，相由以進。由本不生，即得無
行。以至由無言說，即得雙忘因果，般若相
應。以無所得，而爲方便，入勝義實，則證
真如。無斷無續，圓轉無端，是爲初旋陀羅
尼門。○相如車體，方便如具度。若能如是
修行，定慧現前，證地波羅蜜，疾至無上正
等菩提。故知○相與九梵字，十乘意備。」

又「今之觀法，顯密圓修，仍有二種，謂有
相無相。有相顯法門身，前已略明。無相觀
實相身者，初○相是不思議境。秪就一念，
炳現圓明。雖具十界百界千如，不生不滅，
亦非因果。法界一實，平等如如。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故祕密示，及顯了詮，皆不可以
識識，烏得以言言，是爲不思議○相也。

 字（唵）是發菩提心者，既深識圓明不
思議境，復思一切衆生念念皆爾，知一苦一
切苦，自悲昔苦，悲他亦然。即起大悲，興
兩誓願。一切法本不生故，度本不生之衆生。
流注不生不滅故，斷不生不滅之煩惱。知一
樂一切樂，我及衆生昔雖求樂，不知樂因，
今始方解，故起大慈興兩誓願，學最勝無量
法門，成三身無上佛道。如此慈悲誓願，與
上圓明境智，非前非後，同時俱起。故曰唵
字布中，是爲一切流注法本不生，及最勝三
身義。

 字（折）止觀巧安者，上深達圓明境智，
博運廣大慈悲。今行行填願，行即止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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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二止觀，安於法性，使寂照不二。是行
即無行義。又以寂止法安心者，諸法生滅，
今體其實，生唯法性生，滅唯法性滅，常是
法性，無不法性時。是一切法不生不滅義。

 字（戾）是破遍者，理若未顯，由三惑覆。
當觀此惑本空，觀智亦絕。是無相義。

 字（主）識通塞者，若著此能觀，則於
通起塞。識此通塞，則無起住義。

 字（戾）是道品者，觀雖無相，證由道品。
品未調適，未離染垢。品次相生，是無垢義。

 字（准）是對治助開者，蔽資理惑，不
顯真如。事度助開，見齊妙覺，是無等覺義。

 字（提）是知位次者，乍息粗心，謂爲
深詣。若知圓位，免增上慢，不推聖境，是
無取捨義。

 字（莎婆二合）是能安忍者，名利眷屬，
三術離之。於違順境，安然不動，是平等無
言說義。

 字（訶）是離法愛者，行上九事，過內
外障。若起法愛，著靜似因，無住風息，若
離此愛，發真中道，自然流入薩婆若海，是
爲無因寂靜無住涅槃義。

上根觀境，即入初住，或內外凡。中根二至
七，下根盡用。全性起修，全修在性。統唯
一實，故名真實相也。

此無相行，與上有相行，相須而進。若行立
誦持，若卻坐思惟，不思議○觀，未始暫離，
是名依教修行。故前立布字法門，今示十乘
實相，此十乘相，即所布法。既令依教修行。
即名字修相。專注觀行。成一切悉地。即觀

行修相。以方便慧。入勝義實。即相似修相。
定慧現前。證地波羅蜜。乃至無上菩提。即
分滿證相。

又復行者未能修上二法。但當深信。斷諸疑
心。誦此陀羅尼數十萬遍。先見種種罪滅清
淨之相。爾乃進此二法。自然任運流入。而
無阻滯矣。故知初心習行。入門多種。妙悟
之時。理應兩舍。

通過這些方法來修行三摩地，就可以獲得真

正的證悟境界。

【分持明驗相第五】
就是修行以後會出現什麽效果，什麽是滅罪

的相，什麽是獲得成就的相，等等。

「持驗之相，有乎二種。一者先行，二依法
誦持。」

「先行者……若得種種諸靈異好夢。是下品
戒根淨相也。」

「次依法誦持有二種，一緣聲布字持，二入
三摩地持。是二求世間出世間悉地，無不成
就。」

「初緣聲布字持者，行者用陀羅尼九字，布
安於身，即成以如來印八大菩薩所加持身。
其身即是准提佛母，金剛不壞，滅除一切業
障，積集無量福德。故誦滿三十萬遍者，即
得金剛手菩薩攝往自宮。誦滿六十萬遍者，
得見觀自在菩薩，金剛手菩薩，多羅菩薩，
隨心滿願。若滿百萬遍者，諸佛菩薩爲其說
法，常得隨從，亦得往詣十方淨土，歷事諸
佛，親聞妙法。又誦一俱胝遍者，不轉肉身，
往兜率宮。隨彌勒菩薩，聽聞正法，得不退
轉。或得無能勝菩薩，願爲說法。訶利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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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與法藥等。是皆行立誦持，不入三昧。」

「入三摩地持者，專注觀行，入三摩地。端
身閉目，澄心凈意。當於胸臆，炳現圓明，
猶如滿月。於圓明中，思惟唵等九字種性，
入旋陀羅尼門。必當得見本源清淨之心，與
般若波羅蜜相應，定慧現前，證入十地也。」

以上是《准提三昧行法》的大概次第，裏面

包括皈依、發心、頂禮、祈禱、供養、懺悔、

持呪、觀想、進入正定等內容。藏傳密法中

之前行、正行的內容都有所體現，具足解脫

道次第所有的內容，是漢傳佛教非常殊勝、

非常有加持力的一個儀軌。

四、《准提三昧行法》與《顯密圓
通成佛心要集》修法之比較

《准提三昧行法》在懺悔淨除罪障、守持清

淨戒律、積累福慧資糧等方便上，以及結合

觀心而證悟解脫等方面是比較具有優勢的。

所以，天台宗歷來有「得道如林」之說。但

是，缺點也是很明顯的，儀軌太過繁雜，修

持操作比較困難，故後人少有學修的。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15] 的修法相對而

言戒律比較寬鬆，要求不高，修法儀軌非常

簡單，這是爲何這種修法後來被廣泛傳播，

成爲主流修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在世

間感應上效果比較明顯，以《了凡四訓》中

的袁了凡爲典型的成功案例，對廣大信衆很

是激勵，所以受到信衆普遍的歡迎。但是，

它在出世間的證悟解脫方面的效果不是那麽

迅速、明顯。是故，直至今日，《顯密圓通

成佛心要集》的修法還是漢傳佛教地區准提

密法的主流修法。許多文獻與網路上的資訊

都報導了大量准提法的感應事跡，不過，還

是以世間感應爲多。

關於《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靈峰蕅益大

師在「答准提持法三問」[16] 中說：

問：顯密圓通，不持齋戒，不忌腪酒，往往
獲應。何必別述此法，反令畏難？

答：大凡持呪，各有攸宗。五部既別，三類
亦殊。圓通一書，附會夾雜，非金剛正印也。
依持靈應，由人篤信力行所感。設以此而如
法奉持，靈應豈止功名男女已哉。況近時持
者多，而獲應者少，不惟信弗篤行弗力，亦
由法未善故也。然今依經所立結壇，持八關
齋等法，不過爲久積方便，尅期取效者設耳。
非謂平日持呪，皆須如此也。

《准提三昧行法》行純範驤之序言中亦云：

「經說念誦觀行供養次第，先須受持禁戒，
堅固不退，心不散亂，方許入此法門。今俗
流帶妻挾子，飲酒噉肉，緇素不分，混濫壇
席，則嚴持戒律之難也。」

所以，不禁酒肉妻子，乃是佛陀對在家行者

的慈悲方便開許，並非了義之說。如執此爲

究竟，則被彼所病矣。如能守持清淨戒律，

則成就更快、更大。

另外，准提修法中是否具備觀心要點也是一

個重要的區別。《准提三昧行法》寶輪沙門

明源的序言中亦云：

「至心誦持無不獲益。如准提神呪，梵字無
多，功效最勝。金剛智譯本載之詳矣。然呪
屬總持，即稱祕密。要知總莫總於真性，密
莫密於惟心。若見此心，融歸性地，則罪無
可滅，福不足生矣。受持者可不識觀心之要，
乃以緣壇印守字聲爲專務歟？」

《准提三昧行法》中以天台圓教十乘觀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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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准提密法的修持，是極爲殊勝的，這是天

台密法不共的核心精髓所在。所以，靈峰蕅

益大師等天台諸祖皆強調云：「觀心爲要。」

靈峰蕅益大師與天溪受登大師在准提修法的

觀點上基本是一致的。雖然蕅益大師的《准

提持法》並未傳世，可能會與《准提三昧行

法》比較接近吧。

五、結論

靈峰蕅益大師《示巨方》[17] 云：

「蓋台宗發源法華，法華開權顯實，則無所
不簡，無所不收。今之弘台宗者，既不能遍
收禪律法相，又何以成絕待之妙。既獨負一
台宗爲勝，又豈不成對待之粗。」

可知天台妙宗，無所不簡，無所不收。

「圓人受法，無法不圓」「舉手低頭，皆成

佛道」。以天台圓教究竟之見地攝持，可以

接納金剛乘密法等祕密大乘的一切行持；也

可接納棒喝直指，乃至參公案、看話頭等禪

宗修行方式；亦可修習適合於社會大衆的經

懺佛事，自懺懺他，普及佛法，利樂有情；

更可以修持淨土宗觀想、持名等四種念佛，

乃至大衆共結蓮社求生西方淨土。

所以，從歷史上看，凡是不能與時俱進、契

理契機、靈活地弘揚佛法的年代，都是佛教

之日黯淡無光的時代。在諸法實相之融攝下，

天台宗的修持方法卻能夠隨著各個時代的不

同機宜之需要，而產生沿襲和革新並進的修

行弘法方式，這在歷代大成就的祖師大德那

裏表現得尤其突出。特別是本文所列舉的諸

位顯密圓融的天台祖師，更是其中傑出的典

範，而天溪受登大師的《准提三昧行法》等

天台密法儀軌則是其中的經典著作。從中可

以看出，這些祖師對天台圓教見修方法的如

實透徹的領悟和實修實證的功夫，了義圓融

的見地以及開放的心胸膽識，都是很了不起

的。這爲今天弘揚天台宗爲主的佛法提供了

寶貴的借鑒！ 

故而，以天溪受登大師《准提三昧行法》爲

代表的天台密法具有許多不共的優點，是快

速證悟成就的捷徑道。

但是，因爲後來天台宗的衰微，許多修法也

少人繼承、實修。而且，因爲天台宗的儀軌

都非常嚴謹而繁複，只有在寺院道場中才能

進行修持。天台圓教之知見也非平常人能理

解與悟入的，所以天台宗一些正規的修法都

曲高和寡，普及性比較差。

所以，如何繼承天台密法的優良傳統，又能

做到儀軌簡單容易修持，見地闡述清晰明瞭，

做到「上契諸佛之理，下契衆生之機」。這

樣就能將天台宗的精髓發揚光大，並且利益

無量衆生了。不過這個重任可能需要當代天

台宗以及金剛乘的龍象們來荷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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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來自《法華傳記》，記載的是古代滿洲虞縣地方

的一位男子的事情，但是沒有記錄他的姓名。這位男子相

信一些外道迷信，不信佛法，對佛法有邪見。他如果看見

佛像、出家人，回去就要把眼睛洗一洗；他如果聽到有人

講經說法或者念佛念經，回去就要把耳朵洗一洗，對佛法

特別討厭。有善知識想要引導他學佛，他也不肯接受。但

是因爲誹謗佛法，他就越來越窮困潦倒，到最後只能靠借

錢過日子。

當時他實在無處可以借錢了，就只好到寺廟去。在古代中

國，大概從南北朝時期開始，一些規模較大的寺廟把信衆

們進香、拜佛、供養的香火錢積少成多，爲平民們辦起了

質押貸款業務，當時稱爲「質庫」，可以說是最早的當鋪。

到了唐宋時期，質庫的收入成了寺院經濟的主要來源之

一，被稱爲無盡藏院、長生庫、解典庫等。當時這位男子

就准備到寺廟借三千文錢。

他來到了仁壽寺一位名叫道如的僧人住處，但是他不想進

去，就在門外說：「我要借三千文錢。」道如師父說：「錢

在寺廟的質庫裏，可以借給你，但是你要等我一下，我現

在正好在爲功德主抄寫《妙法蓮華經》，抄到《方便品》

第一行結束時，硯臺裏的墨汁乾了，所以還差一個字沒有

抄，請先生是否能幫我打一些水來，我研了墨，抄完這個

字就去幫你取錢。」

這個男子很爲難，他想：「我本來是不見三寶的人，今天

實在走投無路，必須來這裏借錢，我也沒辦法。如果要幫

他打水，肯定不吉祥；如果不幫他打水，肯定借不到錢。」

他左思右想，遲疑了很久還是去打了水，但是他把水給了

道如師父以後，就忍不住離開了。等道如師父用他打來的

水磨完墨，抄了《法華經•方便品》第一行的最後一個字後，

起身想幫他去辦手續，但是卻找不到他人了。

這個男子離開寺廟，經過一條河流的時候，忽然之間一頭

栽倒在地，昏死過去了。過了很久他才醒過來，但是他一

醒過來就開始流淚懺悔。他回到寺廟對道如師父說：「我

剛才昏過去的時候其實是死了，有兩個人來把我押送到炎

魔王的宮殿。炎魔王一見我就罵我，說『人家都是以佛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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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而自莊嚴，你呢，你卻是以邪見莊嚴自

身！以你這樣的惡報，要把你墮入阿鼻地

獄』。正在這時，空中卻出現一道異光，

直照我的頭頂。炎魔王趕緊檢查這是怎麽回

事，才知道是《法華經•方便品》第一行最

後一個字，因爲是我打來水師父您才寫出來

的，所以這個字就現佛身來救助我。」

這個男子說，當時這尊佛對炎魔王說：「我

是《方便品》裏的文字。 《法華經》裏所

有的文字，每一個字都是一尊佛。這個男子

歸我管，所以我來救他。」炎魔王聽了特別

歡喜，說：「善哉善哉！《法華經》文字，

變爲佛身放大光明，連不信佛法的邪見人尚

且救度，更何況是有信心的人呢！」說完，

炎魔王就爲他指路讓他回到了陽間，所以他

後來就醒過來了。

這個本來有邪見的男子從此就捨棄俗世的家

庭，在寺廟出了家，並且抄寫了 16 部《妙

法蓮華經》。

在《法華傳記》裏面，有好幾個案例都記載

了「法華文字，一一皆是佛」的事實。大

家不要以爲這只是一種比喻，在很多感應

錄裏面都有《法華經》中的文字現爲佛身救

度衆生的記載。這個公案中的邪見男子其實

是被迫無奈地打了水，而且這個字還不是他

抄的，是那個出家人抄的；但就是因爲他打

來的這個水是用來抄《法華經》的，雖然只

抄了一個字，這個字都變成一尊佛到地獄裏

面來救他。所以你看《妙法蓮華經》的功德

有多麽大，不信的

人都得到救度，何

況是我們具足信心

地讀誦、受持、演

說、書寫《妙法蓮

華經》呢？

以前我在日本比叡山行院修行的時候，比叡

山行院所有的僧侶每天晚上專門要做《法華

經》的功課，要麽是讀誦《法華經》，要麽

是抄寫《法華經》，全部僧侶每天都必須做

這些功課。所以我覺得這個功德太大太大

了！如經云：「佛智籌量不得其邊。」即使

是佛陀去衡量抄寫《法華經》的功德，都沒

辦法衡量它的邊際啊！

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多抄寫《妙法

蓮華經》。而且你看有了《法華經》，度化

衆生其實也不難，你只要在家裏放一本《妙

法蓮華經》，無論哪個客人來都讓他抄一個

字，這樣就可以了，未來哪怕他下了地獄，

也會有一尊佛把他撈上來。這是一個非常善

巧方便的利益衆生的方法。

所以我在這裏懇請大家一定要盡力地以各種

方法弘揚、修持《妙法蓮華經》，最好能夠

想辦法讓身邊的人都與《法華經》結緣，哪

怕是讓他抄寫其中的一個字，他未來都會得

到這尊佛的救度啊！這是對衆生最大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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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物語も『法華伝記』からの引用です。古代満州虞県地方の

一人の男の出来事であると記載してありますが、名前までは明

記されていません。この男は外道の迷信を信じ、仏法に対し邪

見を持っていました。彼は仏像や僧侶を見かけたなら、家に帰

るとすぐに目を洗い、もし説法の声や念仏読経を耳にしたなら、

家に帰ると耳を洗います。このように、仏法のことをとても嫌

っていました。ある善知識が彼を仏道へ引率しようとしました

が、受け入れ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彼は仏法を中傷すること

が原因で、落ちぶれて貧困になり、結局借金に頼って生活を送

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やがて、どこからもお金を借りることが出来なくなり、お寺に

行くしか選択肢がなくなりました。古代の中国は、おおよそ南

北朝の時期から規模の大きいお寺は信者の賽銭を貯めて、民衆

のために物を担保にお金を貸してあげるという業務を行ってい

ました。当時は「質庫」と呼ばれ、現在の「質屋」の最初の形

と言えるでしょう。唐、宋の時代になると、「質庫」の収入は

お寺にとって、主要な収入源の一つになり、無限蔵院、長生庫、

解典庫などと呼ばれていました。当時この男もお寺に行き三千

文のお金を借りようとしたのです。

彼は仁寿寺の中にある、道如という名の僧侶が住んでいる所に

行きました。彼は中に入りたくないので、門の外から「三千文

を借りたい」と言いました。道如和尚は「お金はお寺の質庫に

あり、あなたに貸してあげられますが、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

い。今功徳主のために『法華経』を写経しているのですが、『方

便品』の一行目を書き終わる所で墨が乾いてしまったので、ち

ょうど最後の一文字だけ書き終わっていないのです。どうか、

水を汲んできて頂けませんか？私は墨を磨って、この最後の一

文字を書き終えたらお金を取りに行ってあげましょう。」と言

いました。

男はとても困っていました。彼は「もともと三宝を見るつもり

なんてなかったのに、今日は他の選ぶ道がなくて、どうしよう

もなく、ここに来て借金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だが、彼

に水を汲んであげたら、きっと不吉祥になるだろう。しかし、

彼に水を汲んであげなければ、お金を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だ

ろう。」と、あれこれ考えた挙句、仕方なく水を汲みに行きま

したが、水を渡したら居た堪れずに帰ってしまいました。道如

和尚がその水で『方便品』の第一行の最後の一文字を書き終え

て、彼の借金の手続きをしようと身を起こしたら、彼はもうど

—
—

『
法
華
経
』
一
つ
の
古
代
感
応
伝
説 

 
 
 
 
 
■
 

智
廣
阿
闍
梨

邪
見
の
人
を
も
救
う　

一
文
字
一
仏
の
確
か
な
信
頼
性

感
應
感
悟

94



こにもいませんでした。

男はお寺を離れて、川を渡ろうとする時、転倒

し気を失ってしまいました。暫くして、男は目

を覚ますと、すぐ懺悔し泣きだしました。彼

はお寺に戻って、道如和尚に言いました。「先

ほど、気を失った時に実は私は死んでしまって

いたのです。私は閻魔王の使者の二人に閻魔王

の宮殿まで連れていかれました。そして、閻魔

王に『人は仏の荘厳を以て自らを荘厳している

が、お前は邪見で自身を荘厳している。お前の

ような悪い報いのある人は阿鼻地獄に落とし

て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怒鳴りました。その

時、空から光が降りてきて、私の頭を照らしま

した。閻魔王は何事かと思い急いで調べると、

それは『法華経・方便品』の第一行の最後の一

文字だと分かりました。私が水を汲んで来たお

かげで完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私を助ける

ために仏となり現れてくださったのです。」

その男が言うには、その時仏様は閻魔王に対し

こう言われたそうです。「私は『方便品』にあ

る文字です。『法華経』の中の一つひとつの文

字がそれぞれ一尊の仏なのです。この男は私の

管轄下にあるので、彼は私が助けます。」閻魔

王が喜んで「善きなり善きなり！『法華経』の

文字が仏になり、光を放って、仏道を信じてい

ない人でさえ救ってくださる。ましてや、信じ

ている人は殊更ご加護を頂けることでしょう」

と言って、男に人間に戻る道を指し示したの

で、彼は目を覚ます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す。

この邪見を持っていた男は俗世の家庭を捨て、

僧侶になり、一六部の妙法蓮華経を写経しまし

た。

『法華伝記』の中には、いくつか「法華文字、

一つ一つが皆御仏である」という事例が記載さ

れています。これを単なる比喩と思ってはいけ

ません。たくさんの感応録に『法華経』の中の

文字が仏となり現れて、衆生を救ったというこ

とが記載されています。この例にある邪見を持

つ男は仕方なく『法華経』を写経するための水

を汲んだだけで、しかもこの字も彼が書いたわ

けではないのです。ただこの字を書いた水を汲

んだだけで、文字が仏となって、地獄まで来て

彼を救いだ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ですから『法

華経』の功徳の大きさがよく分かるでしょう。

信じない人でさえも助けられるのですから、信

心をもって『法華経』を読誦、受持、解説、書

写などをする私たちは尚更ご加護を頂けるは

ずでしょう！

以前私が比叡山行院で修行していた時、行院の

すべての僧侶が毎晩『法華経』を読むか、写経

するかして、必ず『法華経』の勤行をしなけれ

ば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ですから、この『法華経』

の功徳は本当に物凄く大きいのだと感じまし

た。経典の中に「仏の智慧を以って多少を籌量

すとも、其の辺りを得じ」と説かれているよう

に、『法華経』を写経する功徳は仏さまでさえ

も計り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ほど大きいという

ことです。       

皆さんも是非『妙法蓮華経』をよく写経に励む

よう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先述の感

応伝説からもわかるように、『法華経』があれ

ば衆生を救済するのは難しくないことがお解

りでしょう。自宅に『妙法蓮華経』を一冊置い

て、お客さんが来たときに一文字を写させれば

十分なのです。将来その方が地獄に落ちたとし

ても一尊の仏に掬い上げられます。これは衆生

利益の為の非常に善巧方便な方法なのです。    

ですから、皆さんがぜひさまざまな方法を以

て、『法華経』を弘揚し、ぜひ広めてほしいと

願っております。周りの人と『法華経』の縁を

結んで、例え中の一文字でも書いてもらうこと

ができたら、未来、その人はこの仏様に救って

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これは衆生にと

って最大の利益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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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妙法蓮華經》第二卷第四品《信解品》

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大富長者，他的孩子從小

就離家出走了，他走了很多的地方尋找，但

是一直沒有找到，就這樣整整過了五十年。

這個孩子因爲從小離家出走，家裏是什麽樣

子早就忘記了。他在外面生活得非常艱難，

到處流浪，有時以乞討爲生，有時靠打工來

糊口，一直非常辛苦。

有一天，他流浪到一個城市，看到有一個大

戶人家，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在那邊找點

活幹？」他這樣想著，就準備進去找點活

幹。剛好大富長者就在裏面，他看到這個孩

子，一眼就認出這就是自己失散了五十年的

孩子。孩子雖然已經不認識父親，但是父親

認得出孩子。

大富長者于是馬上派身邊的人去把孩子請過

來，看到大富長者非常有勢力，孩子想：「是

不是要抓我啊？抓我去幹什麽？」因爲志意

下劣，沒有見識過這種場合，結果這個孩子

就嚇昏倒了。大富長者于是對身邊的人說：

「不要去抓他，還是讓他走吧。」

窮子離開以後，大富長者派了兩個人穿上很

大富長者與窮子的故事
智廣阿闍梨講故事之——



破的衣服，吩咐道：「你們去跟窮子說，這

裏有個打掃廁所的活，問他要不要一起去打

工賺錢？我可以付加倍的工資。」

然後這兩個人就跑去跟窮子說：「那邊有個

活特別好，雖然髒點，但工資待遇特別高，

給雙倍工資，你和我們一起去吧？」窮子一

聽，有這麽好的機會，能夠掙錢，而且還給

雙倍的工資，真是太好了。他就問：「能不

能先發工資，再幹活？」找他的人說：「沒

問題，先發工資可以。」然後窮子就來了，

做掃糞、打掃衛生的工作。

大富長者知道兒子現在已經回來了，但是又

不能告訴他自己就是他父親；而且爲了能夠

親近兒子，大富長者脫下自己華麗的衣服，

穿上比較破舊的衣服去看望兒子。大富長者

問他：「你在這兒工作感覺怎麽樣？」窮子

說：「我感覺挺好的。」「你對收入滿意嗎？」

「還不錯，不但給雙倍工資，而且先發，真

的挺好的。」「那你就在這裏好好幹，生活

上有什麽需要都可以提，我派一個人來給你

燒飯。」

窮子一聽，太好了，這麽好的待遇，就安心

地住下來每天掃糞。

這樣過了很多年，慢

慢跟大富長者有一點

點感情了。原來他看

見大富長者是非常害

怕的，內心當中有畏

懼之心。後來他看到

大富長者很慈悲，待

人親切，關係就變得

好起來。

這樣又過了若干年，

大富長者不斷地親近他。有一天大富長者對

他說：「我看你這個人確確實實不錯，事情

也做得挺好的，你來負責管家吧。」窮子特

別高興，應承下來，開始本本分分做管家的

工作，工資也因此提高了。

又過了若干年，有一天大富長者對他說：「我

感覺你真的不錯。這樣吧，我沒有孩子，就

收你做乾兒子吧！」窮子聽了非常歡喜，心

想：「總算是時來運轉，能成爲大富長者的

乾兒子，太好了！」但是，他還沒把自己當

成大富長者真正的兒子。他還是把自己當成

外人，一直住在宿舍裏，並沒有住在大富長

者的家裏。

這樣又過了若干年，大富長者年紀已經很大

了，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

有一次，他聚集了當地所有的親戚朋友以及

當地的長官，向大家說出了事情的真相。

他說：「窮子本來就是我的兒子，離家出

走五十年，雖然我看到他回來的時候特別高

興，但是因爲他長期在外流浪的原因，因此

迷惑顛倒，心識低劣，已經不認識我這個父

親了。所以我用善巧的方法，先讓他來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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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給他雙倍的工資，再慢慢提升他的能力和

智慧，然後再讓他做管家，最後再收他爲乾

兒子。我今天要跟大家當衆宣佈，他其實就

是我五十年前失散的兒子。」

這時，窮子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就是大富長

者真正的兒子，大富長者所有的一切本來就

都屬於我的。這時，他才願意去承認身份。

大富長者與窮子的故事帶給我們
的啟發

迦葉尊者在聽到佛陀講《法華經》的時候開

悟了，他開悟後就用這個故事向佛陀匯報自

己悟出的道理，得到了佛陀的認可。這個故

事寓意非常深刻。

衆生即是窮子
佛陀就是大富長者
一切衆生其實都是從小離家出走的窮子，佛

陀就是大富長者。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佛，跟佛沒有什麽區別，

但是爲什麽我們在六道裏到處流浪，資生艱

難，輪迴受苦？就是因爲我們無明、迷惑、

妄想、執著。

《華嚴經》云：「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

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佛

陀具有圓滿的智慧、圓滿的覺悟、圓滿的快

樂，這些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但是我們自

己不知道。

就像窮子一樣，本來具有無比的福報，大富

長者所有的財產其實都是他的，但是他不知

道。因爲迷惑顛倒，所以他在外面流浪受苦；

衆生也是一樣，因爲迷惑顛倒，所以在六道

裏面輪迴受苦。

佛陀是什麽呢？佛陀是我們三界一切衆生的

慈父和導師。爲了讓我們能夠覺悟，多次來

到娑婆世界，用扮演大富長者等種種的方法

來喚醒我們這些離家出走的孩子。

「先發工資」之喻
很多人接觸佛法都是先從爲了實現世間欲望

開始的。有些人求身體健康，有些人求當官

發財，有些人求家庭和睦，有些人求婚求子，

等等。每個人都有求，而且對佛說：「佛啊，

你加持我身體健康，如果你真讓我病好了，

我就信佛。」

如同窮子要求先發工資，再幹活。每天念經

求佛只是爲了自己得到一點點利益，但通過

這種方式我們就被佛陀攝受了，開始念經、

修行、放生、布施……佛法真實不虛，有求

必應，所以後來心想事成，拿到了雙倍工資。

覺得佛法還是有點道理的，于是就開始學佛

了。

「掃糞」之喻
開始學習以後要聽很多課，這就叫「掃糞」。

糞是內心當中的污垢，不在外面。掃除我們

內心當中的妄想、執著，這就是掃糞的工作。

掃了多年以後，心裏面有點乾淨了，佛陀就

說：「你不能光求世間的利益，要發起出離

心，要求解脫。」這時就像是窮子被提升爲

管家了，本來只是雙倍工資，有點錢花就好

了，提升爲管家後就開始要有點責任心了。

「止宿草庵」的乾兒子
再過若干年，繼續消除習氣、妄想、執著這

些業障，到了一定程度，佛陀就說：「你要

發菩提心啊，不能光求自己解脫，要求一切

衆生解脫。」這個時候你就做佛的乾兒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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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發了菩提心也不相信自己是佛，覺得

自己還只是發了菩提心的凡夫。所以雖然是

乾兒子了，但還是住在門外，沒有跟佛住在

一起。

《法華經》真的懂了，叫「與佛同宿」，你

每天跟佛住在一起；如果不懂《法華經》，

叫「止宿草庵」，就是住在門外的草庵，沒

有跟佛住在一起。

《入行論》云：「繫生死獄苦有情，若生刹

那菩提心，得名諸佛善逝子，世間人天應禮

敬。」——能發起菩提心的，都是佛的兒子，

但是因爲不敢相信自己是佛，所以還是乾兒

子，不是真的兒子。

「與佛同宿」的真佛子
這樣又過了若干年，繼續掃除「戲論之糞」。

掃除我們的妄想、執著、種種雜念、污垢。

最後在佛陀晚年的時候，開始講《法華經》，

告訴大家真相：其實你是大富長者的真兒子，

並不是乾兒子。大富長者所有的福報就是你

的福報，大富長者所有的功德就是你的功德。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無一衆生。而不具有

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

這個故事揭示了凡夫從迷惑回歸覺悟的過

程，道理非常地深刻。明白了這個故事，才

知道佛陀的慈悲。佛陀就像我們慈悲的父親

一樣，真的是日思夜想希望我們早日能夠覺

悟，早日能夠繼承佛陀的家業，但是我們都

從小「捨父逃走」，無明迷惑地捨父逃走。

佛陀到底在哪裏？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云：「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菩薩到

這個世間，就是爲了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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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也描

述了衆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

何身而爲說法的衆多例子。

《二觀察續》說：「末世五百年，我現阿闍

黎，作意彼爲我，爾時當恭敬。」這裏是說

佛陀末世時會示現阿闍梨相。

所以佛在哪裏？佛並不是在高高的山上，也

不在大雄寶殿裏面，佛陀其實就在我們每個

衆生的身邊。因爲佛陀的任務就是要去幫助

衆生，所以只要有衆生的地方，就一定會有

佛陀。他可能是你的父親，也可能是你的母

親；可能是你的伴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

可能是你的同學，也可能是你的朋友，或者

老師。

有些同學學了傳統文化、佛法，覺得很好，

就喜歡去跟別人講，別人聽不進去，就馬上

生氣了：「這人太愚癡了，業障太重了，以

後再也不理他了！」僅僅講了一次、兩次，

就準備要放棄這個衆生了；而佛陀生生世世

教化我們，無論我們多麽愚癡，佛陀始終慈

悲我們，不放棄我們。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中說：

「爾時釋迦牟尼佛。從初現蓮華藏世界。……

吾今來此世界八千反。」

釋迦牟尼佛已經八千次到這個世間上示現成

佛。只要我們還沒有覺悟，佛陀就還會再來，

像大富長者一樣脫下自己的珍寶衣服，裝扮

成和我們凡夫一樣的形象來接引我們。

所以佛陀在我們身邊不會看起來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可能會看起來像平常人一樣。因

爲他爲了親近我們，爲了跟我們打成一片，

爲了讓我們能夠接受他，他脫下了珍寶衣

服，放下自己在淨土裏面所有的受用，放下

自己所有的相好莊嚴， 「應以何身得度，

即現何身而爲說法」。觀世音菩薩是這樣，

釋迦牟尼佛和一切的諸佛菩薩都是這樣。

我們瞭解了《法華經》以後，才知道佛陀有

多麽地慈悲。所以，不讀法華不知佛陀的慈

悲。

我們在六道輪迴的時候，雖然非常愚癡，一

片無明，但是佛陀從來沒有放棄我們。佛陀

生生世世跟隨在我們身邊，不斷地以各種各

樣的方式來引導我們，帶領我們走向究竟的

覺悟和解脫。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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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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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錄

問：既然衆生本性即是佛，也都是未來佛，
所以都是在成佛的路上，經歷的一切都
是在消業障，所以「日日是好日，事事
是好事」，一切都是趨向佛道的，對嗎？

智廣阿闍梨答：

如果沒有正確地聞思修行佛法，一切都不是好事，

僅只是迷亂的輪迴而已；反之，一心皈依三寶，如

法聞思修行，才能「事事是好事」。

印光大師云：「所謂修德有功，性德方顯。若唯仗

性德，不事修德，則盡未來際，永作徒具佛性，無

所恃怙之衆生矣。」《地藏經》云：「南閻浮提衆

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不如理聞思修行，

只會再造新殃，怎麽可能事事都是好事？

怎
樣
理
解
「
日
日
是
好
日
，
事
事
是
好
事
」
？

H
ow

 to understand "A
ll is W

ell" correctly?

「
日
々
好
日
事
々
好
事
」
を
ど
の
よ
う
に
理
解
す
れ
ば
良
い
の
で
し
ょ
う
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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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錄

Question: The true natur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is 
B u d d h a  a n d  we  a re  a l l 
future Buddhas, and all the 
sufferings we experience 
on the path to Buddhahood 
o n l y  e l i m i n a t e  o u r 
negative karma; therefore,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everything is a good thing”, 
and all that happens to us 
only helps us to get closer 
to  Buddhaho o d.  Is  this 
conclusion correct?

Answered by Acharya Zhiguang:

If we do not correctly listen to, contemplate 
and practice the Dharma, everything will not 
be a good thing at all, but instead the delusive 
Samsara. On the contrary, everything will be 
a good thing only when we whole-heartedly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and listen 
to, contemplate and practice the Dharma 
according to the Buddha’s teachings.

Master Yin Guang said: "Our true nature 
would manifest only when we have cultivated 
virtues and merits. If we are solely dependent 
on our true nature and give up on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merits, we will, from now till the 
end of time, only remain as sentient beings 
without refuge and protection while wasting 
our precious Buddha nature.” It is said in 
the Ksitigarbha Sutra that: “Every action 
and every thought of beings in Southern 

Jambudvipa creates karma and sins.” Without 
appropriately hearing, contempl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Dharma, we are only to create 
new negative karma and cause ourselves ever 
more sufferings, then how can everything be 
a good thing?

質問  もし衆生の元々の本性が
仏であれば未来の仏であるとも
いえます。そうであれば、全て
は成仏の道に辿っている途中で
あり、経歴したこと全てが罪障
消滅につながるので、「日々是
好日、事々是好事」であり、全
ての事が仏道に近づいていると
考えてもよいのでしょうか？

智廣阿闍梨回答：

もし、正しく仏法を聞思修されなかっ

たら、全ての事は好事とは言えない

でしょう。それはただの迷いの輪廻転

生となります。逆に、もし三宝に一心

帰依し法理に従って聞思修をすれば、

「事々是好事」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印光大師曰く「修徳があればこそ、性徳

が顕れます。修徳せず、性徳を持つ事だ

けでは、尽未来際仏性を持つものの、怙

恃のない衆生になる。」また、『地蔵菩

薩本願経』曰く「南閻浮提の衆生。挙止。

動念。是れ業ならずと云無く。是れ罪に

あらずと云こと無し。」とあるように、

法理に従って聞思修をしなければ、新し

い罪を作る一方であり、事々是好事とな

るわけ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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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7 日—29 日，爲期三天的「醍

醐未生流花道展—准胝」在臺灣民俗文物館

圓滿舉辦，同時，日本醍醐山花道學會首個

海外支部——大中華支部正式成立。

此次花道展經由醍醐未生流花道家元仲田順

和大僧正猊下的許可和指導，由中華一乘顯

密文化交流協會主辦，臺灣民俗文物館、金

粟軒國際文化有限公司、臺灣普潤有限公司、

寶所有限公司、慧日有限公司協辦。

此次花道展是以醍醐寺本尊准提觀音爲主

題，展出系列醍醐未生流的插花作品。來自

中國大陸、臺灣等地首批獲得「醍醐未生流

花道師範」資格的 17 位華人學子，精心創

作了 20 份作品參加展出，作爲三年來往返

中日、勤學苦練的成果彙報。

參展學員以准提觀音結緣、隨緣、尊緣的理

念作爲中心思想，將以花結緣、隨順緣分、

尊重感恩的誠敬之意融入每一份作品中，表

達了對在花道學習方面給予諸多引領和關照

的諸位老師和同修們的感恩和珍惜之情，並

期待通過花道能與更多的人們結下美好的善

緣。

醍醐未生流花道家元——醍醐寺第 103 世座

主、大本山三寶院第 52 代門跡、真言宗醍

由花入道  以藝弘法
——醍醐山花道學會大中華支部成立

暨醍醐未生流花道展首次亮相寶島

■ 記者  吳靜

一
乘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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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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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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醐派第 11 代管長仲田順和猊下和醍醐山花

道學會花務長、法橋植木庸甫老師親臨現場

指導，並呈獻了自己的作品參展。作爲交流

互鑒，臺灣中華花藝教授林耘竹女士也特別

創作了代表寶島臺灣恭迎貴客的作品參加展

出。

 

在 27 日上午的花道展開幕式上，仲田順和

大僧正猊下給予此次花道展很高的評價，他

說：「當我看到這 17 位醍醐未生流學員所

展示的 20 個作品時，我非常地吃驚，與在

醍醐寺學習時完全不同，學員們大膽地採用

了本地的特色花材，並且每一個作品都很好

地展現了花器特點，融入了每一位作者的理

念，如果沒有經過正規、嚴格的學習、有著

深厚的花道底蘊做基礎，是不可能完成這樣

的作品的。三年時間，對學習花道來說時間

並不算很長，對於大家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

取得這麽好的成果，我由衷地表示敬意。通

過三年的學習，我看到了每一個人的成長，

希望今後大家在取得現有成果的基礎上更加

努力，取得更好的發展，也希望大家能把佛

法的利益融入花道中，更多地傳遞出去。」

仲田順和猊下正式宣佈醍醐山花道學會大中

華支部成立，並且任命以優異成績獲得醍醐

未生流花道師範資格的吳佩芬女士作爲這一

機構的支部長，並親自爲吳女士頒發了任命

書。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趙鈞震居

士致辭歡迎大家的到來，並代表中華一乘顯

密文化交流協會贈送給日本醍醐寺一套臺灣

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全世界僅有限量

五百套的《龍藏經》。這部《龍藏經》是日

本有史以來的第一套《龍藏經》，也填補了

醍醐寺豐富的藏經寶庫中的空白，仲田順和

猊下表示非常歡喜和由衷感謝。

一
乘
要
聞

植木庸甫老師作品

林耘竹女士作品

吳佩芬支部長作品   

仲田順和猊下花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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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宗醍醐派中僧正、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

流協會終身名譽會長、導師智廣阿闍梨作了

開幕致辭，爲在場一百多位觀展嘉賓介紹了

醍醐未生流花道所富含的「以花入道、以藝

弘法」的殊勝妙意，希望大家能在此次花道

展中傾聽花的「無聲說法」，體嘗花道的醍

醐之味。

通過阿闍梨的介紹，大家瞭解到，花道最早

源於佛前供花，隋唐時期隨同佛教一同傳入

日本，在日本得以保留和發展，形成諸多流

派，漸漸豐富了內涵與形式。

醍醐未生流花道起源於千年古寺——真言宗

醍醐派總本山京都醍醐寺。醍醐山自古以來

就是歷代君主公認的京都內外第一賞花處。

以對宗教的忠誠爲出發點，將豪爽、細膩、

清寂三味融爲一體的特色傳承至今。

花道的精神在於以一顆清淨、慈悲、恭敬、

優雅之心，藉由插花表現大自然的美，將美

融入人生，給人們帶來快樂和寧靜，令人們

的生活更加美好、富有內涵，進而增進人類

的和平。又通過花的無聲說法，觀花開花落，

感悟諸行無常的真理，從而珍惜人身不令空

過，珍視並善待當下因緣而自利利他。

智廣阿闍梨引用《業報差別經》中佛前供花

的十種功德，以及《妙法蓮華經》中「若人

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

數佛。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

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

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衆」等經典教證，開

示了花道的殊勝利益。

 

阿闍梨說：「醍醐未生流花道不僅是一門優

雅的藝術，更是一個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

修行法門。在花道的學習和修行中，不僅能

提升修養、美化生活，更可貴的是對佛法真

諦的啟發和領悟。所以在現代這個經濟至上

的社會中，提倡花道是非常有必要、非常有

意義的。」

開幕式後，17 位花道師範引領著來賓們欣

賞靜謐優美、各具內涵的花道作品，也將作

者的創作心境、寓意以及意欲表達的意涵

一一解讀。一件件插花作品不僅呈現著自然

之美，也述說著「道法自然」的真諦，溝通

著作者與觀者共同嚮往美好的心之流。徜徉

在這「以花載道，以藝弘法」的花道展中，

賞花、品茶、悟道，來賓們的心靈受到了藝

術與佛法的浸潤，感受著道的清淨與喜悅。

下午，在醍醐未生流大中華支部的熱切祈請

之下，智廣阿闍梨爲這批新出爐的花道師範

作了《花道即佛道》的講座，揭示了花道所

蘊含的內在、外在、秘密、極密的四層含義。

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向醍醐寺贈送《龍藏經》

仲田順和猊下爲吳佩芬支部長頒發任命書

一
乘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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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做有文化、有品位、優雅的修行人，

以高尚的佛法引領現代時尚，以高雅的藝術

形式弘揚佛法，並在花道的修行中領悟佛法、

證悟佛道。

三天的「醍醐未生流花道展—准胝」在社會

各界的關注和支持下圓滿展出。爲紀念此次

花道展而出版的《醍醐花見——醍醐未生流

大中華支部首屆花道展（2017）》也受到大

衆的青睞和收藏。

這本書雖然是一本花道作品集，但其實是非

常殊勝的一本法寶，裏面有仲田順和大僧正

猊下的多款墨寶，包括非常殊勝的准提佛母

梵文的種子字。在仲田順和大僧正、智廣中

僧正、植木庸甫老師所寫的三篇序言中，也

蘊含著花之道的真意，實乃醍醐之味的傾心

奉獻。

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真言密

教云：「草木國土皆大日如來之法身。」讓

我們以花入道，聆聽花道的法聲，探究法界

悟真諦；弘傳花道的法音，引領衆生證菩提。

1、花道师范孟依璇女士作品

2、花道展作品展示

3、花道展展厅

4、5花道師範帶領嘉賓欣賞花道作品

①

②

③

④

⑤



准提密法回傳華夏 
唐密重興再現曙光

——記 2017 年臺灣准提觀音灌頂法會

夏日的陽光明媚，卻有一股別樣的清涼。日

本佛教界著名的高僧、總本山醍醐寺第 103

世座主、大本山三寶院第 52 世門跡、真言

宗醍醐寺派第 11 代管長仲田順和大僧正猊

下，在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終身名譽

會長、指導上師智廣阿闍梨及諸道友們的虔

誠祈請下而蒞臨臺灣，爲來自中國大陸、臺

灣、香港等地的道友傳授純正的唐密准提觀

音的灌頂和修法。這是繼 2013 年座主應智

廣阿闍梨的祈請於新加坡傳授了醍醐寺傳承

的准胝觀音修法之後又一次慈悲應允，給予

我們真言密教更殊勝的灌頂傳法，使唐密回

傳中華、再興於世又邁出了一大步。

這次的准提觀音灌頂，是 1200 年以來第一

次走出醍醐寺的牆外，是一件可以載入史

冊的唐密回傳大事記，非常稀有難得。而且

令座主非常吃驚的是，此次參加灌頂的人數

竟達到了一百五十多人，這在醍醐寺也是很

少有過的。同時令在場道友感動並生起信心

的是，這次灌頂，是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和

智廣阿闍梨作了很多的努力和殊勝的修法，

■ 記者  胡玉英

法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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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本醍醐寺的灌頂道場遷移到了臺灣的法

會現場，最終順利地完成了傳法，讓大家得

到了傳承一千多年、源自中國漢傳密教的真

髓。

法會回顧 

在 6 月 25 日的開營儀式上，智廣阿闍梨開

示了准提灌頂共與不共的殊勝功德：不僅可

以清淨業障、積累福德，同時還可以成就諸

法和祛病延壽。

6 月 26 日，由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和智廣

阿闍梨，以及來自醍醐寺的六位法師共同爲

參加法會的道友進行了一整天的灌頂和傳

法。在法會上，智廣阿闍梨作了致辭，講

述了自 2012 年開始便與長老結下很深的法

緣，從此以後每年都向長老求法學習。長老

也是懷著回報中華之心，慈悲攝受，有求必

應，爲阿闍梨傳授了許多殊勝的真言教法，

阿闍梨再次向長老表達深深的感激之情。

仲田順和座主猊下爲大家作了殊勝的開示和

傳法。座主講道，807 年弘法大師空海前往

西安，從惠果阿闍梨處繼承了法脈後回到日

本，抱著令佛法在日本扎扎實實地傳承下

去，不令法燈熄滅的宏願，努力使這一佛法

順利傳承至今，猶如把一個容器中的水移入

到另一個容器中般，師父將佛法毫無遺漏地

傳授給弟子，弟子們也一滴不漏地將法脈繼

承了下來。正是因爲抱有這種心態，才使得

惠果阿闍梨傳承下來的，1200 多年前從中

國傳到日本的漢民族的信仰一直傳承至今。

如今，爲了回應智廣阿闍梨的「要將漢傳佛

教回傳到中國去」的這份願心，座主盡自己

所知，把醍醐寺所傳承下來的佛法毫不保留

地傳授給智廣阿闍梨。座主也讚歎了「一乘」

的命名及其含義，並對智廣阿闍梨在唐密回

傳事業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給予了肯定和

讚許，並且說 :「我想這是具有我無法預測

的一種智慧才可以做到的吧。」

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爲在場一百五十多位道

友傳授了准提觀音菩薩的修法法要，開示了

准提觀音「結緣、隨緣、尊緣」的慈悲願力，

並傳授了殊勝的唐密修法的手印。

最後，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爲大家提出的疑

問給予了耐心解答。其中一位道友說道，她

非常感動於座主對智廣阿闍梨唐密回傳事業

法會現場



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傾囊相授，並尊敬地請

問座主：「您對我們有什麽期待、建議和囑

咐呢？」座主說：「有很多。智廣阿闍梨很

有智慧，而且非常地用心，希望你們大家多

向智廣阿闍梨請教學習，也希望我自己能夠

將更多教法傳授給智廣阿闍梨。」

還有一位道友也提出「希望座主常來中國，

常來爲我們傳法」的請求，座主也作出了回

應：「我的夢想是能在中國大陸的道場再次

舉辦這樣的法會。作爲有著衆多文化財的醍

醐寺，我們很希望能夠把祈禱和信仰的真正

內涵傳遞給更多的人，包括當今中國的很多

年輕人。」

准提法的殊勝教義 

在接下來的幾天學習中，智廣阿闍梨開示了

准提法灌頂的含義、功德以及意義，並且多

次帶領大家一起共修了准提法。

共與不共之功德

准提灌頂可以滅罪，種下成佛的種子，和本

仲田順和座主猊下在法會上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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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結下甚深的緣分，得到很大的加持，這是

很多灌頂共同的特點。但是這次灌頂，有兩

個不共的功德：第一，諸呪得驗，可以加速

一切密法的成就。第二，可以延壽。准提陀

羅尼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就是可以治療絕

症。

准提法灌頂的含義

智廣阿闍梨說：其實這個灌頂就是一個人從

凡夫到成佛的模擬。當三密相應之時，就是

跟本尊無二無別之時。

感恩歷代傳承祖師

這些法從哪裏來的？我們爲什麽能夠成佛？

都是歷代祖師傳承下來的，所以我們要懷有

感恩之心。我們首先要感恩祖師，對歷代傳

承祖師恭敬禮拜，最後還要利益衆生。如何

利益衆生？就是向祖師學習，追隨祖師的足

跡。

准提觀音灌頂法會圓滿合影



在經濟至上的現代社會，快節奏充斥著人們的生活，擁有了豐富物質

生活的人們，快樂似乎減少了很多，人們越來越渴望尋找內心的寧靜

和快樂。

2017 年 6 月 28 日—7 月 2 日，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終身名譽會長、指導

上師智廣阿闍梨帶領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 150 多位道友，

在中國臺灣舉辦了「快樂禪——天台止觀禪修營」。此次快樂禪是繼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在新加坡、香港、印尼舉辦了三屆禪修營之後，在

臺灣舉辦的首屆快樂禪學修營。所有參加的道友在這次學修中體會了

禪修之樂。

 

快樂禪的來源、功效和作用

任何教法清淨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諸佛菩薩、祖師大德把清淨的佛

法傳授給有緣弟子，弟子得到傳承的加持力量，並把法脈代代相傳，

使得佛法燈燈相續、源遠流長。

智廣阿闍梨年少時便開始學修天台宗，在天台法乳中深獲法益精髓。

其法脈師承於天台國清寺靜慧老法師、新昌大佛寺悟道老法師、上海

寶山淨寺慧梅阿闍梨、普陀山佛學院天台宗研究生導師沈仁岩大德。

自 2004 年起，阿闍梨又東渡扶桑，開始系統學習日本天台宗、真言宗、

臨濟宗、曹洞宗等各派顯密教法，並在日本比叡山行院得到了來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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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天台宗的清淨傳承。

「快樂禪——天台止觀禪修」是智廣阿闍梨

把天台宗在中國和日本保留完好的清淨傳承

彙聚在一起，將天台止觀這種高深的禪修法

門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授給大衆。《修習止

觀坐禪法要》云：「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

觀則策發神解之妙術。」通過止觀雙運、定

慧雙修，使我們最終獲得如《妙法蓮華經》

中所說的佛陀「定慧力莊嚴」的殊勝佛果。

智廣阿闍梨一貫提倡「輕鬆修行，快樂成佛」

的理念，將佛法能滿「世間樂」和「涅槃樂」

的功德帶給大衆。《妙法蓮華經》云：「枯

槁衆生，皆令離苦，得安隱樂，世間之樂，

及涅槃樂。」經中又云：「善修其心，能住

安樂。」真正的快樂不在外面，而在我們的

內心。我們要學會時時刻刻保持放鬆、專注、

覺知，讓心安住於當下，真實、清醒地活著，

這樣我們的內心就會很寧靜、很

安詳，從而達到《吉祥經》中「八

風不動心，無憂無污染，寧靜無

煩惱，是爲最吉祥」的境界。

佛陀說：「守口攝意身莫犯，莫

惱一切諸有情，無益之苦當遠離，

如是行者得度世。」智廣阿闍梨

不僅引導我們發菩提心，爲「上

求佛道，下化衆生」而禪修，還

殷切地教導了我們修行之人做人、

做事以及修行的基本準則。這也

是「快樂禪」理念的依據之一。

不拘一格的快樂禪，讓禪
修融入工作生活

在此次臺灣首屆快樂禪學修營中，

智廣阿闍梨除了傳授大家以往幾

屆「快樂禪一階」的禪修內容，帶領大家做

了數息禪修、妄念禪修、音樂禪修、飲食禪

修、咖啡 / 茶禪修等等，這次阿闍梨還特別

傳授了電影禪修、慈心禪和睡眠禪修等殊勝

修法。

有人說，放下工作，跟我禪修可好？但是在

快樂禪中，如果你學會了智廣阿闍梨教授的

禪修竅訣，你會發現禪修並非要離開工作生

活才能修，生活中時時都是修行時，處處皆

可做禪修。

智廣阿闍梨說：「禪修只有一種障礙，就是

忘失覺知，禪修的精髓是覺知。只要記得快

樂禪六字要訣：放鬆、專注、覺知，那麽任

何時間、任何地點皆可禪修。」我們在禪堂

裏可以禪修，出了禪堂，我們依然可以在任

何行住坐臥中禪修。

學修營現場

大衆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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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悟了智廣阿闍梨所傳授的快樂禪，學會了

快樂禪止觀雙運的方法和竅訣，道友們不僅

解開了以往對禪修的誤解，而且對座上座下

的修習都意趣盎然、歡喜踴躍，很多道友都

獲得了禪修的喜悅和覺受。

電影禪修

這次禪修營中有一個新的內容——電影禪

修。自從智廣阿闍梨點評了《三打白骨精》

《奇異博士》等電影以後，得到了諸多的

回應，很多人都希望阿闍梨能夠多多地出影

評，同時也讓我們對看電影有了新的認知。

這一次智廣阿闍梨特別傳授了在觀影中如何

發心，如何以《金剛經》《心經》的竅訣攝

持禪修，以及如何回向等，手把手地教會道

友們電影禅修。道友們的領悟和心得分享也

令阿闍梨倍感讚歎和欣慰，大家在電影禪修

中的收穫都非常大。

智廣阿闍梨說：「我們要善於把握一切機會

做禪修，時刻保持覺知，讓衆生歡喜，這樣

我們就是在做有意義的事情，在積累功德，

在趨向無上菩提。」

 

慈心禪

這次智廣阿闍梨慈悲傳授了慈心禪，這也是

自舉辦快樂禪學修營以來，阿闍梨首次傳授

的禪修方法。阿闍梨慈悲開示了慈心禪的來

歷，並詳細講解了慈心禪的種種功德，衆弟

子聽後無不生起殷重之心。

阿闍梨說：慈心，可以消除我們的瞋恨心，

是人與人之間的潤滑劑。慈悲心是對自我最

好的保護，它本身可以增長福報，不但可以

讓自己身心安樂，也可以給他人帶來快樂。

慈心禪，可以讓我們的家庭、團隊、社會和

諧，可以改善人際關係。如果我們能夠修這

個慈心禪，不管去到哪裏，都會吉祥如意。

阿闍梨特別希望這個慈心禪能夠普及、利益

大衆，也希望大家能夠學習觀世音菩薩「慈

能予樂，悲能拔苦」的慈悲精神，發起慈悲

心、菩提心，做一個讓自己快樂，也帶給他

人快樂的修行人。

 

答疑解惑，照亮心路

在快樂禪的學修中，智廣阿闍梨也對大家提

出的疑問給予了耐心解答。

其中有一個問題問出了衆多人的心聲——禪

修，已經成爲當今社會的一種時尚，社會上

也流行著衆多禪修，那麽究竟什麽是禪呢？

它的作用到底是什麽呢？各種禪修的區別又

在哪裏呢？

精彩節目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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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問題，智廣阿闍梨開示了天台智者大師

對禪的詮釋。《釋禪波羅蜜》中云：「波羅

蜜，此云到彼岸，此云事究竟。言禪有世間

禪、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皆名爲禪，

而非究竟，非到彼岸。」雖然都叫禪，但是

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樣的，不了義的禪並

不能讓我們真正地到達彼岸。「唯是法門，

從凡夫修世間禪，至得出世間禪，究竟到彼

岸，故名禪波羅蜜也。」只有了義的禪，才

稱爲禪波羅蜜，才可以讓我們成就無上菩提。

禪波羅蜜如果修得好，不僅可以讓我們獲得

世間暫時的安樂，還可以讓我們獲得出世間

究竟的安樂。

衆微妙音，盡持供養

《妙法蓮華經》中云：「或以歡喜心，歌唄

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在學

修營最後一天晚上，大家呈獻了一臺自編自

導自演的《快樂成佛文藝晚會》，誠敬地以

歌曲、話劇、舞蹈、小品、朗誦等多種形式

的節目獻上了供養。在晚會上，中華一乘顯

密文化交流協會爲智廣阿闍梨頒發了終身指

導上師、終身榮譽會長的聘書，同時也爲所

有參營人員頒發了終身榮譽會員的證書，並

且爲此次活動辛勤付出的義工頒發了感謝狀。

最後，智廣阿闍梨說：「我們所有的活動都

是爲了弘揚佛法，利益衆生。雖然我們的能

力很小，但是能力大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有一個善心。只要有這顆善心在，不

管我們去到哪裏，都能利益衆生，都能弘揚

佛法。」而且阿闍梨還道出了自己的心願：

生生世世發菩提心，生生世世行菩薩道，生

生世世弘揚佛法，利益衆生。

讓我們隨學智廣阿闍梨等高僧大德的行願，

以菩提心作爲自己的心，以菩薩行作爲自己

的行，自利利他，自覺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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