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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八）（中英對照）

色即是空《般若心經》的空性智慧

㷞⟶䑜㸭
教授取捨之道

✐气嵛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連載【十五】

印光大師教言選講㏤饧頳㴵
劸臊▇偳
願生生世世追隨您 人生旅途從此有曼妙的風景

䠋䥧䠋䜗
出門在外，尋找失物的 佳打開方式

ゼ瞩ꛈ
怎樣才能滿足願望？要求之有「道」（中英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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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锢臞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國慶日不動明王護摩法會」圓滿舉行

智廣阿闍梨與枡野俊明禪師建功寺會面

智廣阿闍梨被授予天台密教三部都法大阿闍梨位

智廣阿闍梨在日本種智院大學作專題演講《色即是空》

三部都法大阿闍梨智廣於一乘別院傳授天台密教修法圓滿

同源異流手足情 水乳交融佛法興

智廣阿闍梨西班牙南卡宗弘法紀實

智廣阿闍梨在歐洲理事會作專題演講

《快樂禪通往快樂無憂之道 》

智廣阿闍梨與法國佛教協會主席靈元禪師

Oliver Wang-Genh 的一緣際會

當佛學遇到商學

智廣阿闍梨在墨爾本 RMIT 皇家理工大學作專題演講

智廣阿闍梨在澳洲弘傳系列唐密教法

新加坡大孔雀明王傳法紀實

智廣阿闍梨印尼弘法紀行

智廣阿闍梨環球弘法之香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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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言。佛子。云何

菩薩不染身口意業。不害身口意業。不癡身

口意業。不退轉身口意業。不動身口意業。

應讃歎身口意業。清淨身口意業。離煩惱身

口意業。隨智慧身口意業。云何菩薩生處成

就。姓成就。家成就。色相成就。念成就。

智慧成就。趣成就。無畏成就。覺悟成就。

云何菩薩第一智慧。 上智慧。勝智慧。

勝智慧。不可量智慧。不可數智慧。不可思

議智慧。不可稱智慧。不可說智慧。云何菩

薩因力具足。意力具足。方便力具足。縁力

具足。境界力具足。根力具足。止觀力具

足。定力具足。云何菩薩善知陰界入。善知

縁起法。善知欲色無色界。善知過去未來現

在。云何菩薩修七覺意。修空無相無作。云

何菩薩滿足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

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慈悲喜捨。

云何菩薩得是處非處智力。過去未來現在業

報智力。種種諸根智力。種種性智力。種種

欲智力。一切至處道智力。禪定解脫三昧垢

淨智力。宿命無礙智力。天眼無礙智力。斷

一切煩惱習氣智力。云何菩薩常爲諸天王守

護恭敬供養。龍王。鬼神王。乾闥婆王。阿

脩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

王。人王梵天王等守護恭敬供養。云何菩薩

爲衆生捨。爲救爲歸爲趣。爲炬爲明爲燈。

爲導爲無上導。云何菩薩。於一切衆生。爲

第一爲大爲勝。爲上爲無上。爲無等爲無等

等。爾時文殊師利。答智首菩薩曰。善哉善

哉。佛子。多所饒益多所安隱 [2]。哀愍世間

惠利一切安樂天人。問如是義。佛子。菩薩

成就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於佛正

法心無罣礙。去來今佛所轉法輪。能隨順轉

不捨衆生。明達實相。斷一切惡具足衆善。

色像第一。悉如普賢大菩薩等。成就如來。

一切種智。於一切法悉得自在。而爲衆生第

二尊導。佛子。何等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

妙功德

菩薩在家  當願衆生  捨離家難  入空法中  

孝事父母  當願衆生  一切護養  永得大安  

妻子集會  當願衆生  令出愛獄  無戀慕心

若得五欲  當願衆生  捨離貪惑  功德具足

若在妓樂  當願衆生  悉得法樂  見法如幻

若在房室  當願衆生  入賢聖地  永離欲穢

著寶瓔珞  當願衆生  捨去重擔  度有無岸

若上樓閣  當願衆生  昇佛法堂  得微妙法

布施所珍  當願衆生  悉捨一切  心無貪著

若在聚會  當願衆生  究竟解脫  到如來會

若在危難  當願衆生  隨意自在  無所罣礙

以信捨家  當願衆生  棄捨世業  心無所著

若入僧坊  當願衆生  一切和合  心無限礙

詣大小師  當願衆生  開方便門  入深法要

求出家法  當願衆生  得不退轉  心無障礙

脫去俗服  當願衆生  解道修德  無復懈怠

除剃鬚髮  當願衆生  斷除煩惱  究竟寂滅

受著袈裟  當願衆生  捨離三毒  心得歡喜

受出家法  當願衆生  如佛出家  開導一切

自歸於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意

自歸於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無礙

受持淨戒  當願衆生  具足修習  學一切戒

受行道禁  當願衆生  具足道戒  修如實業

始請和尚  當願衆生  得無生智  到於彼岸

受具足戒  當願衆生  得勝妙法  成就方便

若入房舍  當願衆生  昇無上堂  得不退法

若敷床座  當願衆生  敷善法座  見眞實相

正身端坐  當願衆生  坐佛道樹  心無所倚

結跏趺坐  當願衆生  善根堅固  得不動地

三昧正受  當願衆生  向三昧門  得究竟定

觀察諸法  當願衆生  見法眞實  無所罣礙

捨跏趺坐  當願衆生  知諸行性  悉歸散滅

下床安足  當願衆生  履踐聖跡  不動解脫

始舉足時  當願衆生  越度生死  善法滿足

被著衣裳  當願衆生  服諸善根  每知慚愧

整服結帶  當願衆生  自撿 [3] 修道  不壞善法

次著上衣  當願衆生  得上善根  究竟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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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僧伽梨  當願衆生  大慈覆護  得不動法

手執楊枝  當願衆生  心得正法  自然清淨

晨嚼楊枝  當願衆生  得調伏牙  噬諸煩惱

左右便利  當願衆生  蠲除汙穢  無婬怒癡

已而就水  當願衆生  向無上道  得出世法

以水滌穢  當願衆生  具足淨忍  畢竟無垢

以水盥掌  當願衆生  得上妙手  受持佛法

澡漱口齒  當願衆生  向淨法門  究竟解脫

手執錫杖  當願衆生  設淨施會  見道如實

擎持應器  當願衆生  成就法器  受天人供

發趾向道  當願衆生  趣佛菩提  究竟解脫

若已在道  當願衆生  成就佛道  無餘所求

涉路而行  當願衆生  履淨法界  心無障礙

見趣高路  當願衆生  昇無上道  超出三界

見趣下路  當願衆生  謙下柔輭  入佛深法

若見險路  當願衆生  棄捐惡道  滅除邪見

若見直路  當願衆生  得中正意  身口無曲

見道揚塵  當願衆生  永離塵穢  畢竟清淨

見道無塵  當願衆生  大悲所熏  心意柔潤

見深坑澗  當願衆生  向正法界  滅除諸難

見聽誦堂  當願衆生  說甚深法  一切和合

若見大樹  當願衆生  離我諍心  無有忿恨

若見叢林  當願衆生  一切敬禮  天人師仰

若見高山  當願衆生  得無上善  莫能見頂

若見刺棘  當願衆生  拔三毒刺  無賊害心

見樹茂葉  當願衆生  以道自蔭  入禪三昧

見樹好華  當願衆生  開淨如華  相好滿具

見樹豐果  當願衆生  起道樹行  成無上果

見諸流水  當願衆生  得正法流  入佛智海

若見陂水  當願衆生  悉得諸佛  不壞正法

若見浴池  當願衆生  入佛海音  問答無窮

見人汲井  當願衆生  得如來辯  不可窮盡

若見泉水  當願衆生  善根無盡  境界無上

見山澗水  當願衆生  洗濯塵垢  意解清淨

若見橋梁  當願衆生  興造法橋  度人不休

見修園圃  當願衆生  芸除穢惡  不生欲根

見無憂林  當願衆生  心得歡喜  永除憂惱

見好園池  當願衆生  勤修衆善  具足菩提

見嚴飾人  當願衆生  三十二相  而自莊嚴

見素服人  當願衆生  究竟得到  頭陀彼岸

見志樂人  當願衆生  清淨法樂  以道自娱

見愁憂人  當願衆生  於有爲法  心生猒離

見歡樂人  當願衆生  得無上樂  憺怕無患

見苦惱人  當願衆生  滅除衆苦  得佛智慧

見強健人  當願衆生  得金剛身  無有衰耗

見疾病人  當願衆生  知身空寂  解脫衆苦

見端正人  當願衆生  歡喜恭敬  諸佛菩薩

見醜陋人  當願衆生  遠離鄙惡  以善自嚴

見報恩人  當願衆生  常念諸佛  菩薩恩德

見背恩人  當願衆生  常見賢聖  不作衆惡

若見沙門  當願衆生  寂靜調伏  究竟無餘

見婆羅門  當願衆生  得眞清淨  離一切惡

若見仙人  當願衆生  向正眞道  究竟解脫

見苦行人  當願衆生  堅固精勤  不退佛道

見著甲胄  當願衆生  誓服法鎧  得無師法

見無鎧仗  當願衆生  遠離衆惡  親近善法

見論議人  當願衆生  得無上辯  摧伏外道

見正命人  當願衆生  得清淨命  威儀不異

若見帝王  當願衆生  逮淨法王  轉無礙輪

見帝王子  當願衆生  履佛子行  化生法中

若見長者  當願衆生  永離愛欲  深解佛法

若見大臣  當願衆生  常得正念  修行衆善

若見城郭  當願衆生  得金剛身  心不可沮

若見王都  當願衆生  明達遠照  功德自在

若見妙色  當願衆生  得上妙色  天人讃歎

入里乞食  當願衆生  入深法界  心無障礙

到人門戶  當願衆生  入總持門  見諸佛法

入人堂室  當願衆生  入一佛乘  明達三世

遇難持戒  當願衆生  不捨衆善  永度彼岸

見捨戒人  當願衆生  超出衆難  度三惡道

若見空鉢  當願衆生  其心清淨  空無煩惱

若見滿鉢  當願衆生  具足成滿  一切善法

若得食時  當願衆生  爲法供養  志在佛道

若不得食  當願衆生  遠離一切  諸不善行

見慚愧人  當願衆生  慚愧正行  調伏諸根

見無慚愧  當願衆生  離無慚愧  普行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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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香美食  當願衆生  知節少欲  情無所著

得不美食  當願衆生  具足成滿  無願三昧

得柔輭食  當願衆生  大悲所熏  心意柔輭

得麤澀食  當願衆生  永得遠離  世間愛味

若咽食時  當願衆生  禪悅爲食  法喜充滿

所食雜味  當願衆生  得佛上味  化成甘露

飯食已訖  當願衆生  德行充盈  成十種力

若說法時  當願衆生  得無盡辯  深達佛法

退坐出堂  當願衆生  深入佛智  永出三界

若入水時  當願衆生  深入佛道  等達三世

澡浴身體  當願衆生  身心無垢  光明無量

盛暑炎熾  當願衆生  離煩惱熱  得清涼定

隆寒冰結  當願衆生  究竟解脫  無上清涼

諷誦經典  當願衆生  得總持門  攝一切法

若見如來  當願衆生  悉得佛眼  見諸 勝

諦觀如來  當願衆生  悉覩十方  端正如佛

見佛塔廟  當願衆生  尊重如塔  受天人敬

敬心觀塔  當願衆生  尊重如佛  天人宗仰

頂禮佛塔  當願衆生  得道如佛  無能見頂

右遶塔廟  當願衆生  履行正路  究暢道意

遶塔三帀  當願衆生  得一向意  勤求佛道

讃詠如來  當願衆生  度功德岸  歎無窮盡

讃佛相好  當願衆生  光明神德  如佛法身

若洗足時  當願衆生  得四神足  究竟解脫

昏夜寢息  當願衆生  休息諸行  心淨無穢

晨朝覺寤  當願衆生  一切知覺  不捨十方

佛子是爲菩薩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

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人及非人聲聞縁覺所不

能動

註：

[1] 此經依據《乾隆大藏經》第18冊•No.83•P94《大

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校對

[2] 隠：通“穏”

[3] 撿：古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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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府長慶寺沙門戒成書

當寺沙門恒秀篆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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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和尚輸王梵嫡。號善無畏。蓋釋迦如來季

父。甘露飯王之後。其先自中天竺。分王焉

荼。父曰佛手王。以和上生有聖姿。早兼德

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戒十三嗣位。諸兄舉

兵搆亂。不得已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

頂。軍以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群

臣曰。向者新征。義斷恩也。今已國讓。

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

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得殊勝招

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一萬區。黑

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舶。往中印度。密

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

里。與商人同遇群賊。阽於棄命。乃慰怗徒

侶。默誦眞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賊果

爲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

窮荒。踰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

之夫人。和上姊也  和上服同凡品。而徒

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

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陰。一境誠

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

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

申。名震五天。尊爲稱首。那爛陀寺。像法

之泉源。衆聖之都會也。乃拾寶珠。瑩大像

額端。晝如月魄。夜則光耀。僧寶有達磨鞠

多。唐云法護。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

印。顏如四十。已八百年也。乃頭禮兩足。

奉爲本師 和上見本師鉢中。非其國食。示

一禪僧。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

暖。愕而歎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

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唯  

和上默然。本師密謂 和上曰。中國白馬

寺。重閣新成。吾適受供而返。汝能不言。

真可學也。乃授以總持尊教。龍神圍繞。森

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頓受。即日灌頂。

爲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爲定

戒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而總攝之。惟

陀羅尼者。速疾之輪。解脫吉祥之海。三世

諸佛。生於此門。夫惠照所傳。一燈而已。

根殊性異。燈亦無邊。由是有百億釋迦。微

塵三昧。菩薩以金剛總攝于諸定。白月玄

同於法身。頓昇階位。隣於大覺。此其相

也  和上遍禮聖跡。脩環大荒。不悔艱難。

每所三至。爲迦葉剃髮。受觀音摩頂。甞結

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穴。穴明如

晝。見牟尼立像。左右侍者。色相如生。中

印土大旱。求  和上請雨。觀音大聖。在月

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中。感咽於雙樹

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爲者不言。十聞其

一。鍛金如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

波。等佛身相。母后謂  和上已沒。淚竭喪

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故。大雄滅後。外

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  和上隨其所

執。垂諭破疑。解邪縛於空門。返迷津于覺

路。法雲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滿器。仆

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念制

狂。即身觀佛。本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

緣可以行矣。遂頂辭東下。歴迦濕彌羅國中

夜次過河。河無舟梁。浮空以濟。受謂於長

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是登地

菩薩。乃讓席推尊  和上贈以名衣。遂昇空

而去。至烏場國。有白鼠旋繞。日獻金錢。

講毘尼於突厥之庭。而可敦請法。乃安禪樹

下。法爲金字。列在空中。突厥宮人。有以

手按其乳。乳爲三道飛注  和上口中。乃合

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誤舉刃三斫。

支體無傷。斫者唯聞銅聲而已。至雪山下大

池。而和上不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

同世間。不捨生死。汝久離諸相。寧有病

耶。言畢冲天。則洗然而愈矣。路出吐蕃。

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密爲

心印。而蕃豪請罪。到中國西境。夜有神見

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保護中

州。禮足而滅。以駝負經。至西洲渡河。

龍陷駝足。沒於泉下。乃和尚入泉三日。

止龍宮而化之。牽駝出岸。經無露濕  睿

宗道尊德盛。玄契無方  詔僧若那。及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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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憲。出玉門塞表以候來儀。開元繼興。重

光大化  聖皇夢與高僧相見。姿狀非常。躬

御丹青。圖之殿壁。洎  和尚至止。與夢合

符  天子光靈。而敬悅之。飾內道場。尊爲

教主。自寧薩以降。皆跪席捧器焉。賓大士

於  天宮。接梵筵於  帝座。禮國師。以廣

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于

此爲盛。有術者握鬼神之契。參變化之功。

承  詔御前效其神異  和上恬然不動。而術

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秘密。代莫聞也。累請

居外  敕諸寺遞迎。隨駕至洛京  詔於聖善

寺安置。自出內之後。道俗瞻禮。奔起華

夷  和上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

開於眼界。稟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

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唯尊奉長老

寶思惟。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

者。定惠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

後行  和上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舍律

儀。而身心自在。下離宴坐。而願力俱圓。

有來則應。觸境無礙。故衆妙愁解。藝能兼

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極

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云。以此功德。應

緣護世。手爲模範。妙極人天。寺衆銷冶至

廣。庭際深隘。盧恐風至火盛。災延寶坊。

笑而言曰。無可爲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

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瑞花飄席。前後

奉  詔。穰旱致雨。滅火反風。昭昭然遍諸

耳目矣。從容止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

繫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

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

室。享齡九十九。僧夏八十。法界悽涼。天

心震悼。贈鴻臚卿。遣鴻臚丞李峴。威儀僧

定賓律師。監護葬於龍門西山。涕慕傾都。

山川變色。弟子僧寶思。戶部尚書榮陽鄭

公。善果曾孫也。弟子僧明思。琅琊王氏。

並高族上才。超然自覺。自心言爲樂說之

辨。妙用即禪那之宗。入和上之室。惟茲二

人而已。乾元歲。再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

之慈。躬行不遺之孝。於是梵釋扈蹕。天龍

濟師。凶穢掃除。人衹清淨。位光付囑。教

大興一行。二禪師爰以偈頌。刻之金石。法

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門人感慕之心。有

同顏子。喟然之歎。其文曰

釋宮尊種　　龍扶出池

捨位成道　　爲人天師

度微塵衆　　行甘露慈

風清熱惱　　月破昏疑

法本不生　　我今無得

隨方演教　　聿來中國

帝后承迎　　天花滿裓

歡喜園中　　唯聞瞻蔔

百千萬億　　調伏其心

灌頂自昔　　聲聞現今

山王高妙　　海月圓深

示滅非滅　　空悲鶴林

伊水西山　　冥冥石室

金棺已閉　　式瞻元日

雙寶紹明　　教尊言密

歸我法者　　因權悟實

( 本云 )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四月戊戌

朔。十七日甲寅建。乾元元年。郭令公奏。

塔院爲廣化寺。專撿校。當寺弟子上座僧。

善義寺主僧光秀　都維那僧志滿弟子前上座

惠照　曇眞　寺主如璋。堅固典座。道岌　

扶風馬瞻河東屈賁刻字

于時應安三年八月十三日令書寫之畢

年來之間。尋本之處。適得其文。仍託二仁

令寫了。請來可尋之（大宋高僧傳無畏傳併依憑

此記了）

　　應安三年八月日（加一交了）

　　權少僧都賢寶（生卅八）

一善無畏門人嵩嶽敬賢禪師（付一行禪師事）

⩰鮃鳉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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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弘忍大師──北宗神秀禪師

  嵩山教禪師（無機綠語句不錄）

  嵩山普寂（無機錄語句不錄）──嵩陽寺一行（同）

已上傳燈錄第四抄之

私云。嵩嶽會善寺敬賢禪師從無畏三藏。受菩薩戒羯磨儀軌。諮問大

乘微妙要旨。西明寺惠驚禪師撰集爲一卷禪要是也。彼敬賢者恐神秀

禪師門資敬禪師事歟。彼禪要惠驚禪師所撰。一行禪師加再治歟。以

心地秘袂隨文可知其旨歟

嵩山普寂諡號大照禪師也。見大宋高僧傳。又眞言一行從大照禪師。

受禪法之旨。見小野纂要集者。嵩陽寺一行者無畏門人同體也。且其

旨大宋高僧傳第五。一行段所載也

延享四丁卯歲夷則衲九繕裝了

　　跋陀羅係怛縛（生年六十四）

⩰鮃鳉鴏

註：依據《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0 冊•No.2055•P290《玄宗朝翻經三藏善無畏贈鴻

臚卿行狀》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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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the Four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 
Spoken by the Buddha—Part 8

By Achar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in Jul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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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修法《佛子行三十七頌》，是薩迦

派大德土美桑波大師（即無著賢菩薩）的傳世之作。無著賢菩薩在《佛

子行三十七頌》中說：「依止何者滅罪過，功德增如上弦月，勝善知

識比自身，尤爲愛重佛子行。」在三十七種佛子行裏很重要的一條是

說，你怎樣才能夠清淨所有的罪業，並且增上一切的功德？那就是要

把善知識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There is a crucial practice in Tibetan Buddhism called the Thirty-Seven Prac-
tices of Bodhisattvas, one of the lasting legacies of Master Nguluchu Thogme 
Zangpo (also known as Bodhisattva Wu Zhu Xian) of the Sakya Lineage. He 
wrote in 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When virtuous teachers 
are relied upon, your faults come to an end and your good qualities grow like 
the waxing moon. Cherish spiritual teachers even more than your own body 

籮韣臞䘽
��

Ӛ�搁衼颩螑讌.BTUFS�/HVMVDIV�5IPHNF�;BOHQP



─ this is the practice of Bodhisattvas.”One very 
important point in 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 is about how to eliminate all 
bad karma and increase all merits, that is, one 
should regard virtuous teachers as more im-
portant than oneself.

無論是從佛經，還是從《普賢上師言教》《功

德藏》《佛子行三十七頌》等論著中，都可

以看到，所有的佛菩薩、一切的高僧大德都

一致認爲，依止善知識是我們解脫成佛 重

要的一個因素。

From the Buddhist sutras and the works such as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the Treasury 
of Precious Qualities, and 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 we can see that 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s well as eminent 
monks and great masters, hold that relying 
upon virtuous teachers is one crucial factor for 
us to be saved from Samsara and attain Bud-
dhahood.

所以善知識是非常嚴厲的對境，你如果對善

知識作承侍和供養，功德是無比巨大的；那

反過來說，你如果對善知識產生邪見，或者

是做損害的事情，這個罪業也是特別地巨

大。這一點我們要非常地小心。

So, interaction with a spiritual teacher is a 
serious matter for us to face. If we serve and 
make offerings to our teacher, the resulting 
merits shall be enormous.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hold wrong views about our teacher or do 
harmful things to them, the bad karma we gen-
erate will thereby also be enormous. We need 
to be very prudent on this.

我們在依止善知識當中，要預防對善知識的

不恭敬。如果我們的身語意對善知識有任何

的不恭敬，那必須要盡快懺悔和淨化。

When following spiritual teachers, we should 
avoid disrespect to them. If there is any disre-
spect in our actions, speech and thoughts, we 
must repent to purify them as quickly as possi-
ble.

如果我們對善知識不恭敬，並不是善知識有

損失，善知識不會有什麽損失的，但是我們

會有很大的過患。

If we are irreverent to the teachers, it’s not the 
teachers who will experience loss. The teachers 
will lose nothing, but we will face grave conse-
quence.

以前印度有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其中有一位

叫沙瓦力巴，他是一個獵人。有一次他在打

獵的時候碰到另外一個獵人，這個獵人說：

「你一箭能夠殺死多少個動物？」沙瓦力巴

說：「我一箭能夠射死一個動物。」然後那

個獵人說：「我一箭能夠射死三百個動物。」

沙瓦力巴說：「你說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肯

定不可能。」

There were 84 Mahasiddhas in India. One of 
them was named Savaripa and he was a hunter. 
While hunting one day he encountered anoth-
er hunter. The hunter asked him, “How many 
animals can you kill with one arrow?” Savar-
ipa answered, “I can kill one animal with one 
arrow.” Then that hunter said, “I can kill 300 
animals with one arrow.” Savaripa replied, “Is 
what you are saying true? It’s impossible!”
 

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五百個動物。然後，

這個很強大的獵人就說：「我一箭可以射死

三百個動物。」沙瓦力巴雖然是一個獵人，

但這個時候突然就生起了一點慈悲心，他

說：「你一箭射死三百個有點太殘忍了，射

死一百個就可以了。」然後，那個很強大的

獵人真的一箭射死了一百個動物。沙瓦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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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你能不能收我做徒弟，教我這種強大

的箭術？」那個強大的獵人就說：「我可以收你做徒弟，但是你必須

要聽我的話。」這個強大的獵人，其實是觀世音菩薩的一個化身。

At this moment,500 animals suddenly showed up. This very powerful hunter 
then said,“Now I will kill 300 animals with one arrow.”Although Savaripa 
was also a hunter, somehow a little mercy arose within him. He said,“It’s a 
bit too cruel to kill 300 animals. 100 is good enough.” So, indeed, that very 
powerful hunter killed 100 animals with just one arrow. Savaripa admired 
him with the utmost sincerity, and asked,“Can you take me on as your stu-
dent to teach me this powerful archery?”That powerful hunter said, “I can 
take you on as my student, but you must obey what I say.”This powerful 
hunter was actually the incarnation of Avalokitesvara.

然後，這位強大的獵人就告訴他，你要學習箭術，第一步，先要做到

一個月不吃肉。沙瓦力巴就答應做到一個月吃素。一個月後，強大的

籮韣臞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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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回來看到沙瓦力巴履行了諾言，接著就

教他觀修輪迴痛苦。我想也許是給他傳《普

賢上師言教》的前半部分：暇滿難得、壽命

無常、因果不虛、輪迴痛苦；然後，強大的

獵人又教他要發起大悲心； 後，就教他空

性的教法。就這樣，在菩薩的循循善誘中，

沙瓦力巴完全成了一個佛法的修行人，他在

山中連續修行了十二年， 後證悟了大手

印。所以箭術肯定沒有練成，但他已經獲得

了成就。

Afterwards, this powerful hunter told Savaripa, 
“In order to learn archery, the first step is to quit 
eating meat for a month.” Savaripa promised 
that he’d be a vegetarian for a month. A month 
later, the powerful hunter came back to find 
out that Savaripa did keep his promise, so he 
taught him to reflect and meditate on the suffer-
ings of Samsara. (My guess is that he may have 
taught the first half of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the freedoms 
and advantages,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the 
principle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the defects 
of Samsara.) Then the powerful hunter taught 
him to generate great compassion. At last he 
gave him the teachings of Emptiness. Grad-
u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odhisattva, 
Savaripa totally became a Buddhist practitioner 

and practiced continually in the mountains for 
12 years. At last he attained the enlightenment 
of Mahamudra. The archery training certainly 
failed, but he gained great accomplishment.

後來，沙瓦力巴尊者依照上師觀世音菩薩的

囑咐，留在輪迴裏面救度有緣衆生。當時

有兩個修行人，一位是名叫梅志巴的大班

智達，另一位是薩嘎拉王子，他們聽說了沙

瓦力巴尊者的成就以後，就慕名前去拜訪尊

者。

Afterwards,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 of his 
teacher Avalokitesvara, Master Savaripa re-
mained in Samsara to help and save sentient 
beings. There were two practitioners at the 
time: one of them was a great pandita named 
Maitripa and the other was Prince Sakara. After 
hearing about the accomplishment of Master 
Savaripa, Maitripa and Prince Sakara set out to 
visit the master out of admiration.

然而，當他們兩人見到沙瓦力巴時，沙瓦力

巴身邊帶著兩位空行母，而這兩位空行母正

在殺生。看到這一幕，這兩位修行人內心當

中生起了不同的想法。其中的薩嘎拉王子馬

上就生起了無比的信心，他覺得沙瓦力巴用

這樣的方法度化衆生真是太殊勝了，這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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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的衆生太幸運了，肯定都解脫了，於是他

馬上頂禮沙瓦力巴尊者。當尊者爲他傳授了

一句口訣之後，他馬上就證悟了大手印，並

且馬上化成虹光之身。因爲信心具足，他一

剎那之間馬上就跟上師相應，馬上就獲得了

上師的成就。

However, when they met Savaripa, they found 
he was accompanied with two consorts who 
were killing living beings. Upon seeing this 
picture, these two practitioners had different 
thoughts in their minds. Prince Sakara instantly 
experienced incredible faith. He thought that 
the method Savaripa was using to help and 
save beings was extraordinary and the being 
that were killed were very lucky for they must 
have all been released from Samsara. So, he 
prostrated to Master Savaripa and after the 
master imparted a pith instruction to him, he in-
stantly attained realization of Mahamudra and 
his body turned into the rainbow body. Because 
of his full faith, he assimilated with the master 
in an instant and immediately attained the same 
accomplishment as the master.

但是大班智達梅志巴見到尊者的第一眼就生

起了一點點邪見。不過，當他看到王子當下

的成就，馬上就覺察到自己的錯誤，立刻把

邪見糾正過來。所以，雖然尊者還是爲他傳

授了灌頂和殊勝的教言，他也生起了法界實

相的大智慧，但是因爲在尊者面前曾經退失

信心的緣故，他一生當中並沒有能夠成就虹

身，而是在中陰身的時候才獲得了大手印的

果位。所以你看，信心跟邪見之間的區別就

有這麽大！

However, the great pandita Maitripa had a few 
erroneous thoughts at the first sight of the mas-
ter. But when he witness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ince, he immediately realized his own 
fault and corrected his wrong view instantly. 

So, the master conferred empowerment upon 
him and gave him precious teachings, and con-
sequently he attained the great wisdom of real-
izing the truth of Dharma Realm. But because 
he had lost faith in front of the master this 
once, he never attain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rainbow body in his life; he instead gained the 
realization of Mahamudra during the interme-
diate state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都是在講依止善知識

的重要性。所以佛陀在這部《佛說菩薩修行

四法經》裏講到，菩薩修行要點的第二條，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如理如法地依止善知

識，這是成就 快的方法。

There are many other stories that show the im-
portance of following the virtuous teachers. So, 
the Buddha said in this Sutra of Four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 that, the second key method 
for Bodhisattva practice, which is exceptional-
ly important, is to rely upon virtuous teachers 
according to the Dharma. This is the quickest 

way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未完待續   To be continued）

䰼䲾◝粫牢⺪♨䕞ㄼ뉉䬕겍┬鼥╚倁曬
վռ✐靾襜赙⟶鉿㎃岻籮ս汻颊տ劔興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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籮韣臞䘽

非常感謝種智院大學能夠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來跟大家一起學習

《般若心經》，非常感謝大家！

 

我在 2014 年已經來過一次，這次是我第二次來種智院大學跟大

家一起學習和探討。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學習的內容是「色即

是空」《般若心經》的智慧，這是我上次來日本的時候村主

康瑞校長親自點的題目，希望我跟大家一起來學習這樣的一個課

題。

在匯報之前，我們一起先念一遍《般若心經》，謝謝大家！（念

誦《般若心經》）

 

感謝児玉義隆老師對我的介紹。2014 年我在種智院大學的演講題

目是《日本密教與藏傳密教關係初探》，今天要跟大家匯報的是

《般若心經》的內容。

 

《般若心經》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如果要很詳細地來講，可能

講上三天都是講不完的。但是今天我們只有一個小時十五分鐘的

時間，我們這次只能講很小的一部分。

し椔㞡㝕䊘脌饖溸վ薮蝄䖦籮տ曬勔嵤鉿溸玅㶕
我們剛才一起念誦的《般若心經》，是唐玄奘大師翻譯的版本。

《心經》的版本非常多，但是 流行的就是玄奘大師翻譯的版本。

爲什麽這個版本這麽流行呢？有一個很神奇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出自中國敦煌出土的一本書《唐梵翻對字音般若

虝ⷬ
儱疿ˌ

薮蝄䖦籮溸疿䙎冝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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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多心經》。在這本書的《序》裏面談

到了玄奘大師得到這部《心經》的來歷。

玄奘大師志願西去印度取經，途中經過四川

一個寺院叫空惠寺。他在這個寺院裏面遇到

一位法師，這位法師身體不太好，生病了。

這位法師聽說玄奘大師要去印度取經，非常

地讚歎。但是，這位法師跟玄奘大師說：

「你要去印度取經，這個路上的困難非常非

常多。」大家知道以前交通工具也不發達，

從中國要到印度，這個路上的困難是非常多

的。玄奘大師的決心非常堅定，他一定要去

印度求法。這位法師非常敬佩玄奘大師，他

說：「我有三世諸佛的心要法門，要傳授給

你，如果你能夠受持這個法門，可以保證你

去印度一切平安。」

玄奘大師聽了以後非常地歡喜。當天晚上，

這位生病的法師就給他口授三世諸佛的心要

法門，而且是用梵文給他口授的。玄奘大師

非常歡喜地接受了這個三世諸佛的心要法

門，但是第二天，玄奘大師再去找這位法師

的時候，法師已經不見了，再也找不到了。

 

後來，玄奘大師就走上了去印度取經的道

路，在路上經歷了很多很多的困難，而他遇

到的所有困難都是依靠念誦這個「三世諸佛

的心要法門」度過的。其實這個三世諸佛的

心要法門就是梵文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根據書中的記載，他有的時候沒有吃的，就

念四十九遍《般若心經》，就會有人來送給

他吃的；他有的時候會迷路，有些地方方向

可能會搞錯，然後他就念這個《般若心經》，

就會有人來幫他指路。總之，在路上他一直

誦持《般若心經》， 終安全到達了印度的

那爛陀寺。

 

那爛陀寺是在摩羯陀國，是當時印度 大的

一個佛教大學。他到了那爛陀寺以後，又發

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在這個那爛陀寺，

他又遇到了這位生病的法師。這位法師看到

他非常歡喜，他說：「我們以前在大唐見過

一面，這次我們在這裏又重新相會。祝賀

你，能夠來到那爛陀寺。」然後這位法師對

玄奘大師說：「我就是觀世音菩薩。」說完

就升空而去。

這是記載在書裏的一個神奇的故事。就是說

我們今天念誦的這部《般若心經》，是當時

觀世音菩薩親自傳授給玄奘大師的，這就是

爲什麽會特別有加持力，以及傳播特別廣泛

的原因。

舣臞薮蝄脢溸周㊮
《般若心經》被很多高僧大德稱爲佛法的精

華。在《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

經》中記載，佛陀以般若波羅蜜多正法囑累

於阿難尊者：րꮣ곔偠䧰ն䨿靾┞⮘岻╚ն
めꯙ薮蝄峒耈逼㝃┯⺪䗇㝤նց ր薮蝄峒
耈逼㝃նⷬ儱ꇄ勑❔槁㐃✐嬏ն⮃气頳✐
┞⮘冝ն儱侚ꮣ곔ն䧰♁♨儱薮蝄峒耈逼
㝃婞岻㍴箕偠将ն蝄婟婞岻姰偖忶免ն将沖
⺇䭦㵌ꄽ嵤䉘❈┯偖忶նց從這段教言就可

以看出佛陀對般若的重視。  

印度月稱論師在《入中論》中講到什麽樣的

人是接受般若的正機。

ր蝄沍气⛻臞疿䙎⪡䖦俩俩溭婛ㄼ氮ㄼ
䑜气幑嵤峜⽟麄嬱㲷蔦ⳛ验䔦麄䉂劔✐
甦䢘儱⺪㵌靾澶䙎㊮նց
這個是原文，意思是說你如果聽到般若空性

的教法，內心當中很歡喜，乃至於你會流眼

淚，或者是全身的毛孔都會豎起來，那麽就

說明你已經有了佛的智慧的種子，你是真正

的般若的法器。

 

如果我們沒有這種現象，其實也沒有問題，

因爲聽到《般若心經》就表明我們已經在種

��



下佛陀智慧的種子了。

舣臞薮蝄溸ⲍ䖎
在佛經裏面講到，聽到般若智慧到底有什麽

樣的功德呢？《般若攝頌》云：ր鞌䩘╚䕒
婟薮蝄┯╽棩飻✐襜䳀նց就是說誰能夠

接觸到般若的教法，能夠拿到般若的經典，

聽到般若的經典，這個人不久就可以證得無

上菩提。

 

佛經裏面也講到，你拿到般若的經典本身就

是一種很大的福報。這次我們也給每一位老

師和同學一张小小的《心經》卡，也希望大

家都能夠隨身攜帶，就可以得到保護。

 

在藏傳佛教裏有這樣的說法，如果你晚上睡

覺的時候，把《心經》放在床頭上就不會做

惡夢；如果你能夠隨身攜帶，就可以得到諸

佛菩薩、護法龍天的保護；當然如果你真的

迷路了，也可以嘗試念四十九遍《心經》，

看看有沒有人出來給你指路。

 

վ薮蝄䖦籮տ溸呦䖦ր虝ⷬ儱疿ց㠁✇
槏闌
下面進入今天的核心內容，就是如何理解

《般若心經》的核心「色即是空」。

藏傳佛教寧瑪派認爲，ր虝┯沍疿ն疿┯沍
虝ն虝ⷬ儱疿ն疿ⷬ儱虝ց這四句是整個

《般若心經》 核心的思想。如果要把這四

句話說清楚，估計也要用一整天的時間，所

以我們今天嘗試一下先講其中的四個字，就

是「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裏面的「色」，我不知道社會

上的人怎麽理解。有的時候它會被理解爲顏

色或者是女色，但這是一個誤會。

 

這裏的「色」指的是佛教裏面的色蘊色、

受、想、行、識五蘊裏面的色蘊。色蘊，我

們可以很簡單地來歸納，現代社會所說的物

質都屬於這個色蘊。藏傳佛教認爲，不管看

得見的物質還是看不見的物質，只要是物質

都屬於色法或者是色蘊。

 

那麽這個「色」爲什麽是「空」呢？這是我

們很多人可能想不通的事情。

 

我們一般認爲，物質都是真實存在的。一般

人認爲物質真實存在的根據，就是我們的眼

睛可以看得見，我們的手可以摸得到，我們

的感官可以感受得到的這些東西，所以都是

真實存在的。

 

那麽爲什麽佛陀說所有的物質都是空的呢？

這是因爲我們所有的感官眼睛、耳朵、

手……所感受到的物質世界其實不是我們想

像的那麽真實。現代科學發展到量子力學這

個階段的時候，其實已經可以證明佛陀講的

是正確的。

 籮韣臞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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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幾個角度來論

證「爲什麽我們的感

官其實並不是那麽可

靠的」。

其中第一個例子就是

《大日經》裏的一個

比喻，叫做「如夢」。

在《大日經》裏面有

摩 訶 般 若 的 十 種 比

喻，就是大般若的十

種比喻。其中有一種

比喻就認爲一切其實

都是夢境，一切都是

一場夢。

 

我們每個人都做過夢，在夢中我們認爲夢裏

面的這個世界是真實的，我們眼睛也能看到

東西，手也能碰觸到東西，甚至在夢裏面吃

美味的東西你還會有感受，甚至你會覺得

飽。所以在夢裏，你認爲夢裏的世界是真實

的，但是你醒過來以後，發現夢中的這個世

界根本不存在。

 

通過這樣的一個比喻，我們就可以知道，其

實我們眼睛看到、手摸到、感官能夠認識到

的，我們認爲的真實世界不一定是真實的。

 

那麽對證悟空性的高僧大德來講，我們的現

實世界其實也是一個夢。在藏傳佛教寧瑪派

當中，專門有一部論典叫做《醒夢辯論歌》，

裏面述說了「醒」跟「夢」的辯論。這個內

容很長，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可以跟大家一

起來學習。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我們真

的去仔細思維，其實我們現在的現實世界跟

我們的夢境並沒有很大的區別。  

接著我們來瞭解空性的第二個比喻，叫做旋

火輪。這也是《大日經》裏的一個比喻。旋

火輪是什麽意思呢？就是我們看到表演節目

的時候，有一個人拿著一個火把，然後他這

樣轉動的時候，我們會在舞臺上看到一個火

的光圈。我相信很多人看過這樣的表演，就

是在火把轉動的時候會看到一個光圈。但是

如果這個火把轉動得很慢的話，這個光圈就

沒有了，只有火；當這個火把轉動得很快的

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空中有一個火光形成

的光圈，但是我們很清楚其實這個光圈是根

本不存在的。那麽，這也證明了我們眼睛看

到的不一定是真實的。

 

通過這個旋火輪，其實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思

考。比如說，我們眼睛前面的桌子，這張桌

子我們看起來是很堅固、很真實的，但在現

代物理學家的眼裏，它其實只是一堆電子、

原子高速運轉的能量而已。所以我們看到的

這些所有非常堅固的、好像不會動的東西，

它們其實都是由高速運轉的電子、原子、原

子核組成的能量而已。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

經說過，物質歸根到底其實就是一堆能量或

者是場。所以我們通過現代科學也可以證明

佛陀講的是對的，就是我們眼睛看到的其實

都是錯覺。

當然我們這次沒有時間把這十種比喻全部講

完，但是通過如夢和旋火輪的比喻就可以知

道，我們的眼睛、我們的感官其實是不可靠

的。

籮韣臞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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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剛經》中也有這麽四句話：ր┞⮘
劔曆岻㠁㝌䌝䔕㠁궣☊㠁괏䥧✑㠁
儱閐նց 《金剛經》中這四句話裏是用六

種比喻夢、幻、泡、影、露、電，《大

日經》是十種比喻。我們通過《金剛經》的

六種比喻也可以瞭解「色即是空」，一切都

是空性的。

 

當然在現代科學中，它可能還會承認有一個

基礎的能量或者場的存在，但是在佛教中

觀理論中，通過中觀理論的推理完全可以了

知一切 終都是空性的。這就是《般若心經》

裏面空性的含義。

 

今天因爲時間的關係不可能講得非常地深，

只是通過兩個比喻來引發大家的思考，大家

好好想想這個道理是不是這樣的。

 

特別是通過「如夢」這樣的一種思維，我們

瞭解到這個人生、這個世界，其實就像一場

夢境一樣，看起來是實有的，但從本質上來

說其實都是不存在的。當我們證悟空性以

後，就可以瞭解這個世界不是我們想像的那

麽真實。

 

在西藏有個故事，說有個出家人學習了《般

若心經》以後，他知道了， 「哦，原來這

個世界是空的。」所以他每天膽戰心驚，連

走路都不敢走。爲什麽呢？因爲他怕地也是

空的，從地上掉下去。但是，他可能只是學

了「色即是空」這一句，後面還有一句「空

即是色」。

 

我們每個人都做過夢，在夢境裏面，雖然那

個世界是虛幻的，但你還是可以在裏面很好

地生活。所以空性和顯現是同時存在的，正

如《心經》所講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而且正是因爲一切的顯現本質上是空性的，

所以一切事物皆有無窮的潛在可能性。

 

僻溮◗疿䙎劔☴묋⯈漩

在這裏也有很多同學、老師都是修學真言密

教的。 《大日經》云：ր玅㶕╭蝄澶阌ꪎ
⟶襜赙鉿頳襜赙ն广⟶閐㷌ⶥ索气⺝ն沖偠
澶阌鉿ꄽꇗ✑飻ն◥✇曆ⶥն題㠁䌝갅撟㝌
䔕◉ꬹ㧺㓻꼹寊劓嶠較疿襫偿挩齢ն玅㶕
╭䔦澶阌ꪎ⟶襜赙鉿頳襜赙沖㠁儱閐㷌նց
這段話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說學修真言密

法要獲得成就的話，你需要通達這十種比喻

瞭達般若空性。

 

彌勒菩薩的《大乘莊嚴經論》云：ր閐岻㠁
焒䌝閐气㠁⪝蜙蝄䧯蝄┯䧯䝶蝆溻摾
䘲նց這四句話的意思就是講，一個人如果

明白了空性就可以消除所有的痛苦。

 

我們每個人在人生當中都會遇到很多痛

苦生、老、病、死、求不得苦、愛別離

苦、怨憎會苦等等，各種各樣感情的痛苦、

身體的痛苦，等等。但是你如果明白了空性

的道理，這些痛苦 起碼都可以減輕；如果

你對空性有非常深入的證悟，這些痛苦會全

部消除。所以我們今天讀誦《般若心經》，

理解《般若心經》裏面的含義對消除煩惱

有很大的幫助，就像《心經》裏講的ր茤ꯙ
┞⮘蝆ն澶㷞┯較ց，暫時我們可以消除煩

惱、消除痛苦， 終我們都可以像佛陀一樣

成就無上菩提。

 

《心經》有很多版本，其中有一個版本是中

國唐代一位著名的譯師義淨法師翻譯的。義

淨法師翻譯的《般若心經》後面有一段關於

持誦《般若心經》功德的內容。這個持誦功

德文裏是這樣說的：ր婟籮熏ⶥ䞔◩ꄋն
▟ⶥ◩甦ꊥꇔն蝄姰❵넉ⶥ做頳✐ն㖦ⶥ做
頳✐䚾ն沖靶閐┿꼟薮蝄ն溯ꇁⶨꇁն摾ꪨ
兴㝆ն䊬靶婟籮ն摾꿈┯卸նց「觀世音般

若」指的就是《般若心經》。這段話的意思

就是說，《般若心經》的功德很大，它可以

消除一切的罪業，可以圓滿一切的心願，就

是你有什麽心願，白天、晚上經常讀誦《般

若心經》就可以實現自己的心願。

籮韣臞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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籮韣臞䘽

《般若心經》的功德非常大，當然不是說我

們今天一個小時就可以講完的。

 

民國時期，中國高僧印光大師介紹《般若心

經》說：「文雖簡略，理極宏深。至圓至頓，

妙 玄。誠爲諸佛之師，菩薩之母。六百

卷般若之關鍵，一大藏聖教之綱宗。以故自

唐至今，聞人名士，每事書持，多有讀至數

千萬遍者。須知此經在處，即佛所在。消除

災障，致多吉祥。務須恭敬供養，受持讀

誦。則度一切苦，成無上道。」《般若心經》

雖然經文很短，但是它的義理非常地深奧。

它是一切諸佛的老師、一切菩薩的母親、所

有佛經的精髓。這部經在哪里，就等於佛就

在這個地方，所以如果我們隨身帶著《般若

心經》，就等於佛跟我們在一起。這本經典

可以消除災難，增加很多很多的吉祥，所以

大家如果能夠恭敬地攜帶、讀誦、思維，就

可以消除一切痛苦， 後成就無上菩提。我

自己三十多年學佛修行，也念過很多遍《般

若心經》，也得到過很多的感應。

վ薮蝄䖦籮տ㠁✇⟶岻
在藏傳佛教裏面專門有一個《心經》修行的

方法，叫做《心經回遮儀軌》。這個《心經

回遮儀軌》是西藏所有的寺院裏都要修的修

法。這個修法 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消除災

難，消除障礙，消除不好的事情。

佛經中也有記載，以前帝釋天受到魔王波旬

的侵害時就觀想空性、念誦《心經》，然後

就把這個魔王給擊敗了。所以《般若心經》

的作用非常巨大。

 

那麽 後有一點點時間，我就來教大家一下

《心經回遮儀軌》。這是一個非常有西藏特

色的修法，它的作用主要是可以消除一切的

災難、一切的障礙、一切不吉祥的事情，可

以帶來吉祥。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

修，非常簡單，幾分鐘就可以修完的。當然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麻煩，也可以只念《般若

心經》，也會有很大的效果。

 

好，下面我們跟大家一起來修一遍，作爲這

個講座的結束。

 

（念誦《心經回遮儀軌》傳承）

 

這就是《心經回遮儀軌》的修法。 《般若

心經》的意義非常深奧，如果我們要完整地

學習，可能要講好多天，我們今天其實只講

了整部《心經》裏的一句話，就是「色即是

空」。我非常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機會跟所有

的老師和同學一起來深入和詳細地學習《般

若心經》。

 

我自己在學修上有很多的不足，也請所有的

老師和同學們多多指教，今天的課程就到這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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㷞⟶䑜㸭

諸佛一父童子相，但念亦除三有暗，

紅黃文殊持劍者，祈散於汝吉祥花。

暇滿難得壽短促，業果無欺輪迴苦，

數思維於世圓滿，更無希慕依出離。

世法佛法諸功德，究竟心要即善心，

無此無望他功德，此心莊嚴恆執持。

智慧如目戒乃足，欲至增上定勝洲，

離則獨無行方便，常時並運此二分。

少爲父母所自在，壯爲上司所自在，

老爲兒孫所自在，愚無自在甚苦惱，

是以常當具自在，如同善財常啼傳，

希求依師依教授，恆依無怯之勇毅。

濁時命促疾病多，種種惡緣風遍吹，

難窮教理網邊際，當以訣要調自心。

總之行道隨作何，念與正知謹制心，

常爲自心之善師，一切所作當具義。

聰慧求脫丹增師，勸請如是而撰述，翁隨童至歌舞場，自疲成他恥笑因。

然而學子初相識，爲滿其願久相處，五台聖境淨剎中，胡亂人口胡亂言！

阿旺羅珠聰美撰。

註：轉載自益西彭措堪布官方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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㥵㧺┿汕儱┞㝕⬖崼晼ն茤⺇䕒搫擉⯵
긌┿汕╚☭焎ն┯茤⺇䕒搫擉⯵搫擉▇㝕
⬖崼晼曆嬚㊮曆蝆⪾ն儱㐃⻄☭茤蔦
䕒漩膁ն�⻎㵎▇☭㎷㵀偠ꪧ冲摾◜免
㣘剱㴾龞ꪛ꯴蔸槏♥⪼䖦焒劔儱긌⺪
⻲ն⯵䖦餠┯焒┯閅惓䷧惓叉脯曆龞首ն
蔸⪼䟾⥛▇䙎溭槁免⺪㸫岖⯵♨蔸槏⻐

阌⾕宮䌐䖦♨㸫岖▇ն⻲⯵⚈⚢┞嚤翞
▇┯槏ն䔶⪼宮巆⫙♨䌐䖦⾕宮韣⪼剱
潳╽▇⯵걕▇脯ն蝄氠䒤鉠䞔ꀛ䩘嫙
偖긌䨿㵀ն♨䔦劔䨿䙻䨿䙻脢㲳㟖□
⫅㝤㲳㟖閐岻▇阴ն䗼✐锢免䊬✑㸠媄㸠
㚆㐌梘䞰ն⯵┯䥢⮘☊蔦䥢⮘┯潸䥧☊蔦
潸䥧ն♨䘲蝆䖦䗼✐ⷬ儱⮃蝆睘┞㠺岻ն
☊儱걕索巆噺睘┞㠺岻ն[1]

㐃㵶㺈㛶⟶鉿▇ꇔ��ꅚ鼥քⶥ◩օ
印光大師教言選講

■ 智廣阿闍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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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學習的這一段，主要有三個要點：在娑

婆世界修行的要點；夫婦相處之道；出苦的

第一妙法。

�� 㐃㥵㧺┿汕⟶鉿溸锢뭑
㥵㧺┿汕儱┞㝕⬖崼晼ն茤⺇䕒搫擉⯵
긌┿汕╚☭焎ն┯茤⺇䕒搫擉⯵搫擉▇㝕
⬖崼晼曆嬚㊮曆蝆⪾ն儱㐃⻄☭茤蔦
䕒漩膁ն
娑婆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冶煉爐。能受得了

烹煮錘煉，就可以從輪迴中獲得解脫。如果

受不得烹煮錘煉，那麽這個大冶煉爐，反而

會成爲苦毒的器具。這就在於每個人能不能

自己從中得到利益了。

印祖說，娑婆世界是一個爐子， 「冶」就

是冶煉的意思。煉鐵煉鋼都要有爐子。如果

是鋼鐵的法器，就可以煉出鋼鐵來；如果是

金子的法器，就可以煉出黃金來；但是你如

果不是什麽法器，那就只能是在其中受苦。

大家都學習了輪迴痛苦的道理，知道娑婆世

界的本性就是痛苦。我們面臨痛苦有兩種方

法，一種方法是任其痛苦，這樣的話，我們

就流轉於六道輪迴。我們如果不能把痛苦轉

爲道用，這個「大冶洪爐」娑婆世界就是一

個「毒器」，一個「苦具」，我們在裏面就

輪迴受苦而已。但是我們如果能夠有智慧，

用佛陀的教言，將痛苦轉爲道用，娑婆世界

就是一個很好的修行場所。通過修行，我們

就可以從輪迴當中獲得解脫，如印祖所說

「則非世界中人矣」。

怎麽把痛苦轉爲道用呢？有幾種方法。

第一，通過「暇滿難得、壽命無常、因果不

虛、輪迴痛苦」四種轉心向法的修行，發起

真正的解脫之心。娑婆世界雖然痛苦，但是

如果可以被我們轉換成解脫的動力，我們因

此就可以獲得解脫，這叫「以苦爲師」。

第二，運用大乘菩提心的方法。

通過瞭解輪迴痛苦，我們會對一切輪迴中的

父母衆生生起大悲之心；因爲大悲之心，我

們就會生起無上菩提之心；因爲菩提心，我

們成就無上佛道，度化無量衆生。這就更加

殊勝，也是把輪迴痛苦轉爲道用的一種修行

方法。

在家居士不可能離開社會，我們可能很難離

開所有的痛苦，在面對這些痛苦的時候，一

定要瞭解輪迴的真相和痛苦的本性，並將其

轉爲道用。生起出離心，生起求解脫之心，

進而生起大悲心，生起無上菩提之心。這樣

的話，輪迴的痛苦就變成了我們修行的動

力，娑婆世界所有的痛苦對我們來說就會有

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是第一段，印祖講到我們在娑婆世界的兩

種結局。我們如果能將其轉爲道用，就能夠

了脫生死；我們如果不能將其轉爲道用，就

會輪迴於痛苦的苦海之中。

   

�� 㝜㩓潸軸▇ꇔ
⻎㵎▇☭㎷㵀偠ꪧ冲摾◜免㣘剱㴾龞
ꪛ꯴蔸槏♥⪼䖦焒劔儱긌⺪⻲ն⯵䖦餠┯
焒┯閅惓䷧惓叉脯曆龞首ն
「同室之人」就是指夫妻。中國古人講，所

有的關係當中，五倫關係裏面 重要的就是

夫婦關係，是五倫關係之首。夫婦是所有關

係當中 小的一個單位，同處一室。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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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是室，再大的單位是家，再大的單位是國。我們要世界太平，國

家就要太平；一個家要和諧，室首先要和諧。如果室不和諧，家就不

可能和諧，國就不可能和諧，世界就不可能太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關鍵在於修身，修身裏面又分成我們自己的修養以及同室相處，

同室相處就是夫婦相處。

「固宜於閒暇無事時」，閒暇無事時就是指平時沒有衝突矛盾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今天吵架了，才想起來怎麽幫助他、感化他、度化他，已

經來不及了。閒暇無事的時候就要做這個準備工作。當然，我自己覺

得「同室之人」肯定是已經成爲夫婦的關係了，如果還沒有成爲夫妻，

在處對象談戀愛的時候就要做這個工作了。

「委曲宛轉」，是指你要用很善巧方便的方法。 「委曲」是隨順別人，

「宛轉」是要善巧方便，不是直接了當的。現在的人講話常常是直接

了當，隨著自己，我想怎麽講就怎麽講，這就不是「委曲」了，不叫「宛

轉」了。但我們要知道， 「委曲宛轉」的目的是要「開陳至理」，跟

他把道理講清楚。

「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讓他明白任何事情都有是有非、有能做和

不能做。 「可」是能做的， 「否」是不能做的。這就是取捨之道，

取捨之道用現在 明白的說法就是因果。 「是非可否」就是因果的道

理，讓他知道有因果的道理。我們經常要通過「委曲宛轉」的方式來「開

陳至理」，來介紹因果的道理。而且我們要「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

聲」。你不要今天給他講五個小時，明天他再看見你頭疼，再也不想

見你了，那就不好了。每天講兩句，每天講兩句。現在有很多很好的

電影電視，比如《了凡四訓》 《俞淨意公遇灶神記》，一起看一看，

通過各種各樣的機會教育。碰到任何的事情，要善巧方便地把他引導

到佛法上面來。這樣「則心識不知不覺，漸摩漸染而爲轉變」，讓他

慢慢在不知不覺當中轉變，潛移默化，不是說明天馬上要讓他完全瞭

解因果正見，這是比較困難的。

這是講平時的時候，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就要做這個事情，等發

生事情已經來不及了。印祖對在家居士極爲瞭解，不愧是大勢至菩薩

的化身。

蔸⪼䟾⥛▇䙎溭槁免
印祖用兩個字概括我們所有的習氣的本性，第一叫「愚」；第二叫「傲」。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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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愚又傲這就是我們現代人。兩個人吵架，

基本上這兩個字顯現得淋漓盡致，現在的人

都是牛氣沖天的。「愚傲之性發現時」，「發

現」是發動現前了，應該怎麽做？印祖用了

兩個方法：

⺪㸫岖⯵♨蔸槏⻐阌⾕宮䌐䖦♨㸫岖
▇ն
如果你發現這個人頭腦還比較清醒，還講道

理，那麽你跟他講道理。

⻲⯵⚈⚢┞嚤翞▇┯槏ն
如果他已經不講道理了，已經失去了理智，

那應該怎麽辦？千萬不要去跟他對著幹，對

著幹你肯定沒有好下場。如果這個人已經不

講道理了，愚傲之性已經到了極點了，我們

好的辦法就是斷除道。轉化不了，沒有辦

法，只能用斷除道。我們把嘴閉起來，不要

講什麽，心裏一心念佛。

䔶⪼宮巆⫙♨䌐䖦⾕宮韣⪼剱潳╽▇
⯵걕▇脯ն
等他氣消了，頭腦冷靜了，又開始恢復理智

了，這個時候我們再心平氣和地與他討論其

中的是非曲直。一定要把道理給他講清楚，

千萬不要不講清楚，他下次繼續犯這個毛病。

「久之則隨之而化」，時間長了以後，你也

可以把他感化過來。

這就是印祖教給我們的祕方。夫妻之間如

何相處？ 平時一定要潛移默化，然後在產

生衝突的時候用兩種方法，這樣就非常全面

了。

後面還講到一種禁忌絕對不能做的事情。

蝄氠䒤鉠䞔ꀛ䩘嫙偖긌䨿㵀ն
千萬不能用「強蠻惡辣」的手段， 「強蠻

惡辣」包括動口、動手。

「斷非所宜」，要非常小心，這是絕對不能

做的事情。

♨䔦劔䨿䙻䨿䙻脢㲳㟖□ն⫅㝤㲳㟖
閐岻▇阴ն
「恃」是依靠。他會通過子女來跟你吵架，

同時也失去了對子女的訓導。如果吵架，你

們教給子女的聖賢之道全部不靈了。如果讓

子女看到這個壞樣子，我們所有的身教言教

全部沒用了。所以不能用「強蠻惡辣」的手

段，這是我們在家居士夫婦相處之道的很重

要的要點。

印祖講的全都是大實話，沒有非常優美動

聽，也沒有修飾手段、引經據典，都是非常

至誠懇切的話，都是非常實在的話，用這個

來開導衆生。這是印祖的風格。

���⮃蝆溸睘┞㠺岻
後一段體現了印祖的一個特色，他任何的

教言到 後都要導歸淨土。

䗼✐锢免䊬✑㸠媄㸠㚆㐌梘䞰ն⯵┯䥢⮘
☊蔦䥢⮘┯潸䥧☊蔦潸䥧ն
一開始我們講「輪迴痛苦」， 後要回到「了

脫生死」這個主題上面來。

「念佛要時常作將死，將墮地獄想」的意思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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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念佛時要有無常的觀念，時時刻刻要

想著：如果今天死了怎麽辦？如果死了可能

就會墮入地獄。如果瞭解到人生的無常、輪

迴的痛苦，我們修行，不管是念呪也好，修

法也好，念經也好，念佛也好，不懇切也自

然懇切了，不相應也自然相應了。

我們現在爲什麽修法念經效果不好？有些道

友說：「唉，我妄想很多啊，念佛我靜不下

來啊，念經有很多妄想啊。」很簡單，你覺

得明天、後天你還不會死嘛，明年、後年你

還不會死嘛，你還每天在爲輪迴不斷作打

算，你當然妄想紛飛了。如果你五分鐘以後

要死了，你還會想什麽？不會想了。

所以我們如果時時刻刻有無常的正念、輪迴

痛苦的正念，修任何的法都會懇切、都會相

應。這是印祖所提出來的修行非常重要的竅

訣。

♨䘲蝆䖦䗼✐ⷬ儱⮃蝆睘┞㠺岻ն☊儱걕
索巆噺睘┞㠺岻ն
我們可以換一句話說「以怖苦心修法，即是

出苦第一妙法。亦是隨緣消業第一妙法」。

我們因爲恐怖輪迴的痛苦，所以才修法，修

法就會出離苦海，就會隨緣消業。

好的一個例子就是密勒日巴尊者，尊者就

是知道自己造了很多罪，一定會墮入地獄，

害怕輪迴的痛苦，他才去求法，一生當中勇

猛精進地修行， 後獲得即生的成就。這就

是「以怖苦心修法，即是出苦第一妙法。亦

是隨緣消業第一妙法」。

這裏的「念佛」可以用任何修法代替。念佛

也是一種修法，持呪也是一種修法，讀經也

是一種修法。修任何的法都是一種修法。

這一段印祖講了三個主題。

第一講的是輪迴的痛苦，講了輪迴裏面有兩

種人，一種人能把苦轉爲道用的就出離苦

海，一種人不能轉爲道用的就沉淪苦海。

中間講到了夫婦相處之道：平時的時候應該

怎麽做；「愚傲之性」發作的時候應該怎麽

做；什麽是絕對不能做的。

後講了出苦的第一妙法，就是要具足無常

的正念以及輪迴痛苦的正念，如果這兩個都

能具足，我們就可以出離苦海，就可以獲得

解脫。

這是很重要的一段開示，也希望大家能夠好

好地學習。

印祖的話都是實實在在的，而且都是非常實

用的，對我們在家居士來講，確確實實是應

該遵循這些開示，這樣每個居士都能獲得成

就。如果不能夠遵循這些開示的話，我們修

行要成就是非常困難的。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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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出自《印光大師文鈔�增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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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楊金梅

劸臊▇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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㷫㐃⯼긖
2017 年京都的秋季，楓葉初紅之時，我有

幸跟隨智廣阿闍梨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四十多

位道友一同參加了京都三弘法及藥師靈場巡

禮之旅。

 

這不僅是一次山海之間領略自然之美的旅

行，更是一次心靈和智慧之旅。現在想來依

然暖意盈懷。

玘⩱ꯗ陨溭䖦▇偳
巡禮之旅是在一個細雨霏霏的日子，從「京

都三弘法」之神光院啟程的。

所謂的「京都三弘法」，是指與弘法大師空

海有深厚淵源的三座京都寺院。據瞭解，從

前遍路者在正式踏上遍路之前，首先會到這

三所佛寺參拜，一方面是向大師稟告自己即

將進行遍路，祈請弘法大師加持朝聖圓滿；

另一方面也藉此確認自己的心志。

智廣阿闍梨從2015年 11月—2017年 2月，帶

領有緣弟子圓滿了一次「一步一弘法」的遍路

之旅。很遺憾我當時沒有因緣參加，但從參加

的朋友們的分享中以及「一乘公衆號」的文字

裏，我瞭解到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旅行。

四國遍路是由弘法大師空海等古代的高僧大

德在 1200 年前所創建的一種朝聖的模式，

分爲發心、修行、菩提、涅槃四個階段。弘

法大師之所以能夠流芳千古，1200 年以來

能夠造福日本人民，乃至於造福全人類，就

是因爲弘法大師通過發心、修行、菩提，

終到達涅槃，即人生圓滿的境界。

遍路其實就是我們從煩惱走向快樂無憂的一

個過程。遍路如同我們的人生，有ր☭气ⷬ

ꇁ鴤ց的說法。

 

所以，我特別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夠有幸踏

上遍路之旅，當得知這個活動時，我毫不猶

豫地報名參加了。

還記得在神光院大師堂前誦經之後，很多道

友都在護摩木上寫下了自己的祈願：願一切

衆生離苦得樂，解脫成佛！願自覺覺他，覺

行圓滿！我想這就是來自弘法大師等傳承祖

師的加持以及大家在學習祖師和智廣阿闍梨

的發心吧！

 

弘法大師當年到中國求法的時候，歷盡生死

危難。據歷史記載，當時一共有四艘遣唐使

船， 終到達大唐的只有兩艘船。另外兩艘

船呢？一種說法是都遇到了海難，無一人生

還；還有一種說法是一艘遇難沉沒，一艘返

回了日本。所以當時去大唐求法是要冒著生

命的危險。一個人爲什麽會不怕這種危險而

劸臊▇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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劸臊▇偳

願意去大唐求法？我想跟弘法大師的發心有

關係吧。只有心中裝著天下的百姓蒼生，才

會有這份堅強的勇氣，去超越這些危險，去

超越這些困難。

智廣阿闍梨也是如此，阿闍梨多年來在日本

求法也是歷盡艱辛，尤其是在比叡山行院閉

關學習期間遭受很多磨難，每次看到這段視

頻，都讓我熱淚盈眶。如果不是爲了上求佛

道、下化衆生，誰會有勇氣來承受這些磨難

呢？

 

想到這些，我內心非常感動，我也要隨學祖

師、隨學智廣阿闍梨，我也要這樣發願，於

是我在雨中也鄭重地寫下了相同的祈願。我

相信此次巡禮之旅有了這樣一個發心，會更

加有意義吧！

匯㸊陨⟥䖦▇偳
下一站我們參拜了「京都三弘法」之一，同

時也是京都十二藥師靈場的「東寺」。

 

在東寺藥師堂，我們在智廣阿闍梨的帶領下

念誦了藥師修法儀軌，主要是藥師佛的十二

大願和藥師佛的真言。講堂裏面供奉著一千

多年前的立體曼陀羅，佛像顏色斑駁，呈現

出一種古樸滄桑的美。在聽東寺師父講解的

過程中，看著面前的大日如來，我看到他慈

悲的眼裏滿是淚水，臉上卻掛著溫暖的笑

容。我想到了智廣阿闍梨，我覺得這尊大日

如來就是智廣阿闍梨的化現，在以這種方式

賜予我加持，提醒我要有慈悲之心，要常常

微笑，給人以溫暖。

 

一路憶念智廣阿闍梨的功德與恩德，經常不

知不覺就淚如雨下。想到阿闍梨從 2004 年

東渡扶桑求法，不畏艱辛，用他的真誠、菩

提心以及求法之心感動了一個又一個日本高

僧大德的傾囊相授，智廣阿闍梨也不負師

恩，在唐密重興的事業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

里程碑式的成果。如今又被授予天台密教三

部都法大阿闍梨位，令阿闍梨的老師們備感

欣慰，也令我們這些弟子非常自豪。

 

看著寺院這些唐宋風格的建築，恍若隔世。耳

邊回蕩著阿闍梨的心聲：唐密回傳是我們中

國佛教界一百年來的一個夢想。我雖然能力很

小，但是也希望能夠爲此作出一點努力。

空海大師去中國大唐求法的時候，得到了長

安青龍寺惠果阿闍梨的攝受，惠果阿闍梨對

這個異國他鄉的弟子傾囊相授，把所有的唐

密教法都傳授給他，讓他回到日本去發揚光

大。今天我們到日本來，也是得到日本很多

高僧大德的攝受，包括仲田順和大僧正猊

下、土生川正道大僧正猊下等真言宗的高僧

大德，他們也非常慈悲地攝受我，可以說對

我有求必應，傳授了很多殊勝的唐密教法。

就好比一千兩百年前，惠果阿闍梨傳授給空

海大師一樣。當然我肯定沒有他們偉大，但

是我也非常感動，感動於這些高僧大德對我

們中華的感恩回報之心。

這十幾年，我在日本接觸了很多高僧大德、

學者教授，包括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有著同

樣的心願：這些殊勝的佛法和優秀的文化造

福了日本，它們都是從中國傳來的，希望能

夠回傳中國、回報中國。

我也是有志於中華文化的復興。我覺得我們

中國古代的祖先其實是造福了日本，我看到

日本很多的高僧大德和中國的很多仁人志士

都有著共同的心願：希望唐密能夠回傳中

國，反哺華人世界。這項浩瀚而艱辛的回傳

事業非個人之力所能達成，需要衆人拾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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劸臊▇偳

共同努力。雖然我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但也

是希望能夠爲唐密回傳再興於世，作出一點

小小的貢獻。」

 

作爲阿闍梨的弟子，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肩

上同樣有著這樣一份使命和責任。也發願追

隨阿闍梨，好好聞思修行，在唐密回傳事業

中盡己所能貢獻一點力量。

 

在接下來幾天巡禮藥師靈場的過程中，我發

現有的寺院建在深山裏，有的建在鬧市區，

甚至有的建在幼稚園裏。真是具有藥師法門

世出世間同時兼顧的特色。很多寺院都給我

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印象 深的莫過於

長安寺了。

ꩾ㴘㸊陨冝䢘յ倁▇偳
長安寺是西國四十九藥師靈場的第 26 番，

是臨濟宗南禪寺派的道場，是一座距今 1400

多年的古老寺院。我們受到了住持一家四口

的熱情接待，留下了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我們首先在大殿裏面和住持一起誦了《般若

心經》。住持後來說，大家誦《般若心經》

很齊，讓他很吃驚，讓他感受到和我們大家

都是一體的，並沒有什麽差別。

 

我們在長安寺用中餐時，住持的兒子還親手

做了果凍和楓葉點心，並親自奉上來款待我

們，令大家非常感動。用餐之後，我們還體

驗了住持夫人等老師表演的煎茶道，品嘗到

了日本 好的煎茶玉露。

 

品茶之時也瞭解到日本的煎茶道比起抹茶道

雖然看起來更加輕鬆，但也蘊含了「道」，

不同於抹茶道的「和、敬、清、寂」，煎茶

道的精神是「和、敬、清、閑」。大家看得

心嚮往之。我們也跟住持表達了想來學習煎

茶道的願望，他非常熱情，說煎茶道本來就

來源於中國，歡迎大家隨時來學習。

智廣阿闍梨和住持互贈禮物時，住持送給

智廣阿闍梨一把扇子，上面題有「啐啄同

時」四個字，意思是說裏面的小雞在努力地

啄蛋殻，母雞同時在外面啐蛋殻，幫助小雞

破殻而出，在母雞的幫助下 後小雞迎來了

新生。啐和啄要恰到好處，啐得太早，小雞

沒有成熟；啐得太晚，小雞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強調啐啄同機，這也比喻弟子和上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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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上師令弟子獲得新生吧。

長安寺的牆上同樣有許多寓意深刻的字畫，

非常幸運的是還欣賞到賣茶翁的一幅真跡，

只是沒文化的我常常不知所云。看著長安寺

的建築，欣賞著這些字跡或遒勁或飄逸的字

畫，仿佛再一次穿越到中國的唐宋時代……

 

長安寺大殿「大方丈」的庭院很美，還有一

個特別的名字叫「藥師三尊四十九燈之庭」。

住持給我們作了講解，他說三塊 大的石頭

就代表藥師佛、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它旁

邊有四十九塊小石頭就代表四十九盞燈，

在《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裏講要

四十九燈來供養藥師佛。

路的兩邊有六個島，代表六波羅蜜：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路兩邊一共有十顆樹，代表十法界：地獄、

餓鬼、畜生、人道、阿修羅道、天道，這叫

六道，聲聞、緣覺、菩薩、佛，這是四聖法

界。

一般來說，進入「大方丈」裏面，一般的人

都不能從中門進去，只有日本天皇來的時候

才能從中門進去。一般的人都要通過這個石

頭路，從那邊的玄關進去，代表你通過十法

界進入佛法界。  

我才知道今天從中門進入「大方丈」，原來

是住持給了我們 高的待遇，這是大家會頓
劸臊▇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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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成佛的吉祥緣起吧！

在充滿寧靜禪意的庭院裏，有道友提議不要

辜負這良辰美景，大家一起共修一座慈心禪

吧，也把一份祝福送給長安寺。凡夫就是這

樣心隨境轉，現在回想起來在那裏修的那座

慈心禪品質還是蠻好的。後來我一直在心裏

盤算著如何能夠再次來到這裏小住幾日，如

果能夠每天在這樣的禪庭裏聽聽課、修修

法，該是多麽幸福的事情啊！   

 

弟子們紛紛祈請智廣阿闍梨在這裏給大家作

個開示，於是對於我們來說就有了「史上

美」的一次禪庭裏的開示。阿闍梨從庭院所

蘊含的佛法道理講起，講到如何調伏自心的

煩惱，講到藥師法門對於當代衆生的意義，

以及唐密藥師佛修法的殊勝性。在落日的餘

暉中，大家在禪庭裏圍坐在智廣阿闍梨身

邊聆聽智慧的甘露，感受到無比的幸福和快

樂。這讓我再次感受到跟隨智廣阿闍梨學習

佛法，一點都不 low，還挺時尚的。  

 

智廣阿闍梨幾年來一直大力弘揚藥師法門，

我想此次巡禮藥師靈場也是阿闍梨對於藥師

佛十二大願的一次踐行吧。

智廣阿闍梨曾經說過：「藥師法門對於當代

衆生比較契機，因爲藥師佛發了十二大願，

承諾給我們種種的世出世間的安樂，不僅可

以帶給我們現世樂、來世樂，而且可以帶給

我們究竟樂。我們修持藥師法門，向藥師佛

祈求，我們就可以得到這些世出世間的快

樂、世出世間的成就，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修

行藥師法門的第一步，那麽更進一步我們應

該怎麽做呢？不是要伸手向藥師佛要什麽、

祈求什麽，而是要追隨藥師佛的足跡，像藥

師佛一樣發願，像藥師佛一樣修行，像藥師

佛一樣成就，像藥師佛一樣去發願度衆生。

這個我覺得是我們學習藥師法門更進一步的

要求。」

回顧智廣阿闍梨的教言，感受到通過遊學來

進一步學習藥師法門，力行藥師佛十二大

願，是多麽輕鬆愉悅的事情，這也是藥師佛

的加持，更是對藥師法門 好的詮釋吧！

阿闍梨在講到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的含義

時，令人耳目一新。阿闍梨說：「光，就代

表覺悟的意思。 初步的覺悟就是覺知。日

光菩薩代表你白天要保持覺知，月光菩薩代

表你晚上要保持覺知。我們時時刻刻要保持

覺知，清醒地活在當下。」智廣阿闍梨也宣

導大家在整個朝聖遊學中要踐行藥師法門，

像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一樣，時時保持覺

知。

所以，我們一路上上車之後就一起修快樂

禪，還特別修了慈心禪。第一次體驗到在車

上還能禪修的奇妙。在吃飯的時候、喝茶的

時候、走路的時候，甚至在上廁所的時候，

都時不時想起來提醒自己保持放鬆、專注、

覺知，那段時間覺得每天都過得很踏實，很

快樂。

 

開示圓滿之後，一位道友提議大家供養一首

《藥師琉璃光如來》來感恩智廣阿闍梨，大

家的歌聲打動了住持一家，於是我們把這首

歌也供養他們， 後大家在歡聲笑語和依依

劸臊▇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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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中圓滿了這次朝拜。

 

ꑕꑛ㸊䠋䚾▇偳
2017 年 10 月 10 日，在智廣阿闍梨的帶領

下，我們來到了醍醐寺，拜見了仲田順和座

主。座主是智廣阿闍梨的恩師，對智廣阿

闍梨負笈求法十分地讚歎和支持；對智廣阿

闍梨至誠懇切的求法總是有求必應，傾囊相

授。智廣阿闍梨亦是十分感恩和敬重自己的

恩師，不畏艱辛，不負師恩，學修有成。

 

仲田順和座主雖然很忙，但因爲智廣阿闍梨

及弟子前來，所以特意安排時間來見大家。

他說：

「歡迎大家來醍醐寺參拜，大家能夠來我非

常高興。智廣阿闍梨到醍醐寺來學習已經 5

年了。我們寺院的傳承是弘法大師從青龍寺

傳到日本的。我也希望把我們從中國學來的

佛教再回傳到中國。

空海大師從惠果阿闍梨得法之後，法脈一直

在日本得以傳承，我是第 103 代了，我首先

爲智廣阿闍梨傳授了基礎的教法，然後爲他

系統傳授了唐代的密法。所以目前在中國，

我覺得能夠把唐代漢傳佛法進行正確弘揚

的，也只有智廣阿闍梨。

初智廣阿闍梨來學習時，我覺得應該把所

有的次第翻譯成英語，但是沒想到智廣阿闍

梨對古漢語非常精通，全部可以誦讀出來，

而且都是我沒有學習過的古代的中國語言。

所以在智廣阿闍梨那裏，我也學到了很多中

國古代的漢語，以後也請多多關照。這所寺

院是把中國唐宋的佛法傳承下來了，也歡迎

大家隨時來訪。

通過智廣阿闍梨，有很多弟子來這裏學習茶

道、花道，智廣阿闍梨也希望茶道、花道作

爲一種修行方式給大家廣開方便之門。前段

時間在臺灣舉辦的花道展，就是智廣阿闍梨

的這些在醍醐寺學習的學生舉辦的，讓我驚

訝的是大家雖然學習的次數不多，但大家的

作品都活靈活現，非常出色。

劸臊▇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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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座的每一位有智廣阿闍梨這樣的上

師，你們很幸福，我一直盡己所能把我懂的

都教給你們的上師。今天匆忙，沒來得及，

下次給大家準備日本 好吃的烏冬面。這次

準備了藥師佛和弘法大師的禮物送給大家。」

 

雖然仲田順和座主對於智廣阿闍梨讚歎有

加，但智廣阿闍梨卻覺得自己沒什麽了不

起，阿闍梨說：「座主很慈悲，除了我們的

求道之心打動了座主，更重要的是座主有一

份回饋中國的心，我們是沾了傳承祖師的恩

德。」

 

想想自己今天能夠有幸學習和瞭解到唐密這

麽殊勝的教法，不僅要感謝歷代傳承祖師，

更要感謝智廣阿闍梨的宏願和踐行。

 

在朝拜中，還有一個小小的寺院也給我留下

了難忘的記憶。

跩䊘ꯗ陨䖦규▇偳
2017 年 10 月 11 日，在智廣阿闍梨的帶領

下，我們參訪了藥師院。從外面看上去，這

是一座小小的不起眼的寺院。藥師院是黃

檗宗的寺院，供奉著傳教大師 澄一刀三禮

雕刻的藥師佛像。1230 年，鐮倉時代寬喜

二年，瘟疫蔓延全國，當時住持夢見藥師如

來示現，說「一切病苦衆生，我前來消除諸

病，我來了，我來了」。聽到藥師如來的聲

音，瘟疫皆除。因此，此尊藥師佛有「我來

了藥師」之稱。聽著先達關於藥師佛名字由

來的講解，深深感受到藥師佛拔苦救難的慈

悲。

 

讓我印象更深的是住持母親那爽朗的笑聲。

她說：「我們這個月剛去了中國學習了中華

料理，這些都是從中國學來的，謝謝中國

人，謝謝中國人。」她誦《心經》全部用中

文，在我們的熱情邀請下，她用中文念誦了

幾句心經。爲了表達謝意，她還唱了御詠歌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

 

她說，她非常非常地高興。她本來要去超市

買菜的，聽到我們來了，趕快回來了。她

說：「有什麽樣的困難、病痛，來吧，來吧，

我來幫助你們。」大家感受到她的友好和熱

情，紛紛向她表達感謝。 後她很熱情地把

我們送到車上，揮手再見時，依然明媚的笑

容和那爽朗的笑聲，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

中。

此刻縈繞在腦海中的不僅僅是藥師靈場廟宇

間悠遠親切的唐風古韻，更有流動於中日間

那傳承千年的佛法和文化，帶給心靈無限的

滋養和感動，這真是一場心靈之旅。

寫下這些文字時，感受到語言的蒼白，很多

感悟都無法一一描述。這個記錄讓我再次重

溫巡禮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內心充滿了前行

的力量。我願永遠追隨您，與您同行，相信

您一定會對我不離不棄。我願效仿您，好好

隨學您，希望有一天有能力在千年的文化和

智慧的傳承中做一個傳遞者，或者至少做一

個路邊鼓掌的人吧！

劸臊▇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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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有幸跟隨智廣阿闍梨朝禮京都十二藥師靈場，自然是

法喜充滿，收穫頗豐。

然而旅途中發生在道友身上的一件事，也是極大地震撼了

我，讓我親眼看到了佛法是如何讓我們解脫煩惱的。

 

曆☴묋⟶鉿✐岻
智廣阿闍梨曾說過：「我一直在告訴大家，佛法並不是讓

你什麽都順利，而是讓你擁有一種智慧，教你如何去面對

順境和逆境，使你無論面對順境還是逆境，都能持有平和

的心態，保持快樂，這才是真正的佛法！」

在宏偉師兄丟失照相機的這件事情中，我和在場的師兄都

上了一堂「正信的佛教」教育課，也都見證了佛法的力量。

潸塍䕯ꂊ阿
從奈良靈山寺出來，爲了滿足小夥伴們去看望途經幾次東

大寺瞅見的滿街閒庭信步的自在小鹿的心願，先達香蕉姐

姐安排了大約半小時的時間，讓大家在東大寺門口的廣場

下車作了短暫停留，爲此大家都很興奮。

  

喂完小鹿一眼瞟見宏偉師兄在林蔭之處盤腿定定而坐，內

心甚是讚歎，真是時時不忘禪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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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當我們再次上車，車行两個小時快到

京都之時，宏偉師兄突然說：「相機沒有拿，

可能丟到公園了。」

 

我的腦海裏立馬出現了宏偉兄優雅地盤腿而

座的那條長凳，此時相機是否還能優雅地待

在那裏呢？車裏已經開始七嘴八舌了。

「趕緊回去找吧。」

「給東大寺管理處打電話吧。」

「那裏各個國家的遊客那麽多，肯定找不回

來了。」

「不用擔心，肯定不會丟的，有上師的加

持！」

……

相機裏有那麽多珍貴的資料，聽者心裏都在

擔心、惋惜，就連宏偉師兄自己也斷定找回

來的機率幾乎沒有。

行程只能繼續，打電話的事交給香蕉姐姐。

在大部隊到達目的地後，宏偉師兄第一時間

在軍哥的陪伴下，折回去東大寺停留之地做

後的確認。

 

之後三個小時，大部隊的行程按部就班，沒

有相機的消息。車行歸途中，三兩道友突然

開始供護法，默默爲宏偉師兄加油。我看到

坐在前排上師的側影，如往常一樣手撚念

珠，默誦真言。

 

黑暗中，一切在香蕉姐姐一通電話後有了轉

機：「相機找到了，在近鐵奈良站警察局。」

車裏傳來歡呼鼓掌聲，供護法的同學接著淡

定地供護法。

 

恰巧這時傳來家軍師兄拍的一張照片：夜幕

中，宏偉師兄虔誠地合掌向空。

這張看上去頗爲令人同情的照片，此時因爲

得知相機失而復返，大家都笑著說：「宏偉

師兄好可憐的樣子啊！快告訴他，相機找回

來了！」後來大家才知道我們都完全誤會了

宏偉師兄。

香蕉姐姐通知了宏偉師兄，然後兩輛車四十

多人高高興興地一起奔向警察局迎接相機與

兩位師兄。一路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內心

做了無數個猜測是遊客撿到的呢，還是

日本人撿到的呢 ?

三點鐘丟失，六點鐘出現在警察局，這三個

小時發生了什麽呢？兩位師兄尋找相機的過

程又是怎樣的呢？

  

✐岻⪝䖦䗪垟摾䣚
當我們到達近鐵奈良站警察局時，宏偉師兄

和家軍師兄已經在認領相機了。回到車上，

道友們除了祝賀相機失而復得外，都止不住

好奇心，不停地問宏偉師兄整個過程都發生

了什麽。

��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相機復返這件事給我們

每一個人都上了一堂實實在在的佛法教育課。

 

丟失的相機型號是 SONY 1R II 型，價值人民

幣近三萬元，內有寶貴的資料，任何一個正

常人的焦慮、擔心、惱怒應該都是正常的。

然而，這些在相機失主身上幾乎都沒有發生。

宏偉師兄說，以前未學佛時，遇到這種事情

還是會很著急的，或者可能會生煩惱心，但

是經過這麽多年跟隨上師學習修行，這次的

心態完全不一樣。

 

在東大寺門口那個旅遊旺區，我們所見幾乎全

部是外國遊客，所以猜測找不回來也是很合理

的。在回東大寺的兩個小時的車程中，宏偉師

兄向上師微信匯報此事並祈求加持，上師提醒

要祈禱摩利支天。宏偉師兄多年的修行也讓他

保持著正知正念，他抱著找不到的心再回奈良

去確認一下，也算是做 後的努力。

 

回到公園，長凳上果然沒有相機，此時，我

們這兩位可愛的師兄做出了不同於凡人的一

個舉動放下一切，坐在長凳上修起了慈

心禪。

他們對誰修慈心呢？對撿到相機的人！他們

願撿到相機的有緣人，無瞋恨，無憂惱，保

持快樂，脫離痛苦， 後能夠解脫成佛。同

時宏偉師兄也把撿到相機的人觀爲佛菩薩而

作供養。

做完這一系列修法之後，宏偉師兄雙手合十

真誠爲撿到相機的人回向功德，這就是我們

後來在微信上看到的宏偉師兄在夜幕蒼穹之

下雙手合十的那張照片的由來，幾乎所有人

都猜測他是在祈禱上師加持找回相機，沒想

到他是在爲撿到相機的人祈禱。可想而知，

宏偉師兄當下已經從對相機的執著中解脫，

進而轉爲利益衆生的慈悲菩提心了。

筆者試圖把宏傳師兄在這個過程裏的所有感

受與想法挖掘個底朝天，變化不同的角度追

問一個問題：「你爲何會想到這麽去做呢？」

宏偉師兄也一遍遍反復回答：

祈禱上師摩利支天、祈禱上師三寶的加持是

重要的，如果真的被別人撿到應該祝福

他，上師一直教導我們這樣做的，只是，我

們是否能做得到。

有時候，是需要發生一些事情，讓我們知道

在關鍵時候，在事情來臨的時候，是否能憶

念起上師的教言。依止上師就是依止上師的

教言，當對境來的時候，是否能想起來保持

覺知。

在這幾個小時裏，宏偉師兄的內心並沒有著

急、上火、憂悲、苦惱，他只是在行動中作

自己 大的努力，相機是否能找到這個問題

並沒有困擾他，折回頭去找也就是去作個確

認，找回來是上師三寶的加持，找不回來也

是上師三寶的加持，可許則許。

䠋䥧䠋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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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偉師兄很經典的一句話：

你想一想嘛，相機找回來， 終也是要無常

的。無論結果怎麽樣，都是上師的加持，要

對上師摩利支天有信心，要憶念上師的教

言。除了祈禱上師摩利支天，沒有其他什麽

可做的。

在這個過程中，他一刻也沒有忘記上師的教

言，切切實實地按照上師的教言去修，從觀

無常，到祈禱上師；從放下執著，到觀修慈

心；從相信一切都是上師的加持，到轉煩惱

爲菩提的修行……整個過程，他的內心是解

脫的，而且積累了無量的功德。

而家軍師兄在一路陪伴的過程中，從旁觀的

角度，也頗有感慨，他看到當事人宏偉師兄

的淡定，內心完全是放下的；先達香蕉姐姐

一直的關心及各種協助，也讓軍哥感受到了

大愛，其實他並不知道香蕉姐姐在打電話之

前也默念了藥師真言。

 

香蕉姐姐是三十多年的資深導遊，幫遊客找東

西也是常態，一開始聽到宏偉師兄說相機遺失

在東大寺門口，在旅遊旺區，聚集著形形色色

很多的外國遊客，以她的經驗，根本不需要回

頭去找，但是因爲考慮到資料的珍貴，香蕉姐

姐覺得有責任盡全力配合。在平等寺的參拜中

香蕉姐姐虔誠地祈禱，打電話的靈感以及那麽

準確地打到那個警局，香蕉姐姐認爲都是來自

不可思議的藥師真言的加持。 「真是有靈驗

的朝聖遍路！」香蕉姐姐如是說。

 

香蕉姐姐還說了一個細節：相機丟失的時間是

三點多鐘，而相機交到警察局登記的時間是六

點十幾分，恰巧也是宏偉師兄修完慈心禪回向

以及其他師兄祈禱摩利支天和供護法的時間，

而且上師也一直在給予加持。冥冥中這些正能

量是否也傳遞給了拾到相機的人呢？

新老道友們也各自表達感受。老道友說：上

師曾說過，至心皈命三寶，一切都是 好的

安排。新道友覺得太不可思議，難以言喻，

這次事件真是一個絕好的案例。不，這不僅

僅是一個案例，這是我們共同的一個經歷與

見證，讓我們一起經歷一次考驗，考驗了自

己的修行功夫，體會到了佛法的利益，見證

了上師的教言真實不虛。

 

後有一點遺憾的是，撿到的人沒有留下任

何資料，在香蕉姐姐的不斷詢問下，日本警

官也沒有告訴，我們 終沒能把準備好的禮

物送給拾金不昧者，也無從得知他是遊客還

是當地的日本人。

此事過去一天，次日仍有很多沒在現場的道友

關心地問起相機丟失事件，宏偉師兄總結了三

句話：「相機丟了，去找，找回來了。」這淡

然的三句已經有了太多的內涵，經歷了整個過

程並體悟到其中精髓之人，則會心一笑。

ペ溭
後讓我們在上師智廣阿闍梨的開示中來領

悟相機丟失事件帶給我們的啟發：「宏偉他

在這件事情中 大的成功就是調伏了自己的

心。照相機能不能拿回來，這個不是 重要

的，這不是成功的標準。不是說『哇！照相

機總算拿回來了，佛菩薩真靈啊！』這個是

不對的，因爲佛菩薩的目標不在於照相機能

不能拿得回來，而是衆生能不能離苦得樂。

離苦得樂跟照相機沒有必然聯繫， 重要

的，如果你真的調伏了自己的心，那就真正

成功了。哪怕照相機丟了，而你卻能不起任

何煩惱，把這個轉爲道用，對衆生生起了慈

悲心，那就是 大的成功。」

䠋䥧䠋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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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諸佛菩薩求財、求官、求事業發達，這個問題就好比

你的兒子向你要錢，你會給他嗎？

 

如果你兒子非常有出息，德行很好，斷惡行善，自利利

他，每天好好修行，希望做利益衆生的事情，他向你要一

萬塊錢，我想，只要你有能力，你一定會資助他。不用說

一萬塊，十萬塊你也願意給他。

但是如果他每天吃喝嫖賭，你還會給他這一萬塊嗎？肯定

不會。

一樣的道理。我們祈求諸佛菩薩滿願，但是我們的德行夠

不夠擁有這些？我們是不是以貪心在求？

 

一個人能夠生活並不需要很多東西，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

很少，想要的卻很多。這個世界上有多少貧窮的人在死亡

線上掙扎？相比之下，我們都是富足的。

 

你家裏有沒有多餘的東西？肯定有。有沒有多餘的衣服，

從來不穿的？肯定有。家裏的角角落落，有沒有從來不用

的東西？肯定有。

ゼ���瞩���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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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富足的。如果還

想擁有更多，本質上就是貪心，佛菩薩會滿

足你的貪心嗎？

其實你已經擁有很多東西，你可以去幫助別

人。如果你是以你所擁有的去利益衆生，那

麽佛菩薩一定會幫助你。你越是想要利益衆

生，佛菩薩肯定會給你更多，這是毫無疑問

的。

很多人說自己修行不靈，其實很重要的是，

你要好好深入觀察自己的心，你求這個願

望，背後真正的動機是什麽？你真的是爲了

利益衆生嗎，還是你以利益衆生作爲藉口

呢？

佛陀傳授這麽多法門， 終是要開發我們本

來的性德，開發本來的如來智慧德相，讓我

們成就無上菩提，具足自利利他的功德。

可是我們很多道友修行的發心不是那麽大，

可能就是爲了自己生意做得好一點，生活過

得好一點，所以來求高深大法。

 

這些動機當然跟無上菩提不相應，所以有些

道友就覺得自己修行以後好像沒有達到自己

的目的，他就對法失去信心。

高深大法是幫助我們證悟無上菩提的，但是

如果我們只是爲了求一個幸福人生，這個肯

定不相應。法爲什麽不靈？不是法不靈，是

我們的心和這個法不相應。

我們要觀察自心，反省自己，同時一定要對

佛陀、對佛法、對自己有信心。 《大方廣

佛華嚴經》中說「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

慧」，我們每個人都具足如來藏，需要通過

修行來開發我們的佛性。

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就不能求財、求官、求

事業發達等等，佛陀也允許我們有這樣的願

望，但是我們要求之得法把心量放大，

爲了自利利他、自覺覺他，好好修行。
ゼ���瞩���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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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How do we get our wishes fulfilled 
when we pray for wealth, promotion or pros-
perous careers?

Answered by Acharya Zhiguang:

Your praying to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for wealth, pro-
motion or a prosperous career is like your son asking you for 
money. Are you going to give it to him?

If your son is very promising in that he has moral virtues, re-
frains from evil and does good to benefit both himself and 
others, and he practices the Dharma diligently, then when he 
asks you for 10,000 RMB to do something that would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I think, as long as you are able to, you would 
certainly give him the money. You would probably be willing to 
fund him with 100,000 RMB, not to mention 10,000.

However, if he eats and drinks every day to excess, and lives 
a life of unrestrained sensual indulgences, would you still give 
him 10,000 RMB? You certainly would not.

Similarly, when we pray to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to 
fulfil our wishes, we should ask ourselves if we have sufficient 
merits to deserve what we wish for, or are we simply being 
greedy?

ゼ���瞩���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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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oes not need much to live. In many cases, 
we need very little but want very much. Think 
about how many poor people in this world are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We are all very rich 
compared to them.

Do you keep unnecessary things at home? I 
bet you do. Do you have clothes that you have 
never worn? I bet you do. Do you have things 
hidden away somewhere in your home that you 
have never used? I bet you do too.

In this sense, we are all rich. If we still want 
to have more, this is essentially greed. Would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fulfil your greed?

In fact, you already own so much that you can 
actually help others. If you are to benefit beings 
with your belongings, Buddhas and Bodhisat-
tvas will surely help you. The more you want 
to benefit the beings, the mor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ill give you. This is beyond all 
question.

Many people complain that their Dharma prac-
tices are not working. Actually, it is very im-
portant for you to look deep into your heart and 
examine the motivation behind your prayers. 
Do you really intend to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or is this only an excuse to pursue your own 
interest?

All the Dharma practices taught by the Bud-
dha are ultimately meant to reveal our inherent 
Buddha nature and Tathagata wisdom, and help 
us attain supreme Bodhi (the supreme perfect 
enlightenment) with perfect virtues and merits 
to benefit both ourselves and others.

However, many of our Dharma friends do not 
aspire for such great achievement. 

Maybe they pursue profound Dharma teachings 
just because they want their business to get 
better or to live more comfortably. Of course, 
these motivations do not conform with supreme 
Bodhi. So, when they feel that the Dharma 
practices they have done fail to achieve their 
personal agenda, they lose faith in the Dharma. 

The profound Dharma teachings are to help us 
attain supreme enlightenment. It certainly does 
not conform with the Dharma if we practice it 
only to have a happy mundane life. Why are 
our practices not working? It is not because the 
teachings are ineffective, but because our mind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teachings.

We should observe our mind and examine our-
selves. In the meantime, we must have faith in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ourselves. It is 
said in the Flower Adornment Sutra that “all 
beings have the Tathagata-wisdom”. Every one 
of us has the Tathagatagarbha, but it takes prac-
tice to reveal our Buddha nature.

Of cours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cannot 
pray for wealth, promotion or prosperous ca-
reers and such. The Buddha allows us to have 
such wishes, but we should fulfil them in the 
correct way by raising the bar of our aspiration 
and practicing the Dharma diligently for the 
purpose of benefiting and enlightening both 
ourselves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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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仏菩薩に財産、権力、事業繁栄を求めることは、例えていえ

ば、あなたの子供があなたに対してお金を要求するようなこと

です。あなたならどうしますか？　　　

 

もしとても立派で品性が良く、断悪修善及び自利利他し、日々

良く修行をして、衆生の利益になりたいと願うような息子だ

としたら、彼があなたに一〇万円を要求するなら、きっとで

きるだけ援助してあげることでしょう。一〇万円とは言わず

一〇〇万円でもあげたいと思うでしょう。

しかし、もし毎日暴飲暴食や女遊びや賭け事など堕落した生活

を送っているような息子だとしたらどうしますか？きっとあげ

ないでしょう。

 

それと同じ道理で、私たちは諸菩薩に願いを満たして頂くよう

ゼ���瞩���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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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を求めますが、私たちの徳行はそれらの願

ったものを得るのに相応しいでしょうか？貪

欲な心で求めてはいないでしょうか？

 

一人の人間が生活をするのに必要な物はそん

なに多くありません。多くの場合、私たちに

必要なものは少ないにも関わらず、多くを求

めてしまいます。世界中で貧困の為に死ぬか

もしれないという状況の中で必死にあがいて

いる人が多くいます。それと比べると私たち

は皆裕福なのです。

 

あなたの家に余っている物はないでしょう

か？一度も着ていない余った服がありません

か？家のあちこちに一度も使っていない物は

ないでしょうか？きっとあるでしょう。

 

このような視点でみると、我々は皆裕福なの

です。もしそれでもまだ欲しいと思うのな

ら、本質的にそれは貪欲な心です。仏菩薩は

あなたの貪欲な心を喜ぶと思いますか？

 

実のところ、あなたは既に多くの物を持って

いるので、他の人を助けてあげることができ

ます。もしあなたが所有する物を以て衆生を

利益するなら、仏菩薩は必ずあなたを助けて

くださるでしょう。衆生の利益を願うほど諸

菩薩は必ずあなたに多くを与えてくださいま

す。これは疑う余地のない確かなことです。

 

多くの人は修行をしても効果が感じられない

と言いますが、実は一番大事なのは自分の心

を深く観察することなのです。自分の願望に

隠された本当の動機は何でしょうか？本当に

衆生を利益する為な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

衆生の利益を口実にしてはいませんか？

 

仏陀がこれほど多くの法門を伝授したのは、

終的に私達の本来の性徳を開花させ、本来

の如来の知恵、徳相を具有させるため、私達

を無上菩提にならしめる、自利利他の功徳を

具足させるためです。

 

しかしながら、我々仏教仲間たちの発心はそ

れほど大きくありません。多分、ただ自分の

商売繁盛の為、良い生活の為という浅はかな

気持ちで、深奥な法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

このような動機は当然無上菩提に相応しくあ

りません。ですから、ある仲間は自分が修行

をしても、自分の目的に到達していないと感

じ、仏法に対する信心を失ってしまいます。

 

深奥な法は我々が無上菩提を得るのを助けて

くれますが、もしただ幸せな人生の為にそれ

を求めるなら相応しくありません。仏法が効

力を発し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そうではありま

せん。それは私たちの心が仏法と釣り合わな

いのが原因なのです。

私たちは自分の心を観察し、反省すると同時

に仏様に対し、仏法に対し、自分に対し信心

を持つことが大事です。 『大方広仏華厳経』

曰く「如来の智慧を具有していない衆生は一人

もいない」とあるように、私たちは一人ひとり

皆如来蔵を具足しているので、修行を通して

自身の仏性を開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もちろん、財産、権力、事業繁栄等を求めて

はいけないという訳ではありません。仏陀も

私たちがこのような願望を持つことを許して

くださっています。ですが、法に従って求め

るのが肝要であり、心を広げ、自利利他、自

覚覚他する為に、よく修行に励みましょう。

ゼ���瞩���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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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68 周年，一乘

顯密佛教中心「不動明王護摩法會」在京都

一乘別院如期舉行，來自中國大陸、香港、

臺灣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四衆佛子參加

了此次法會。帶著全球華人佛子的共同心

願，智廣阿闍梨登壇主法，祈福中國，並祈

願一切有情善願皆成，速證菩提。

護摩，是密宗中極爲重要的修法。梵語「護

摩」，意譯作火供，即於火中投入各種供物

以作上供下施，圓滿供養，令行者獲得諸佛

菩薩、本尊、護法的歡喜護佑，消除障礙，

積集資糧，乃至速證無上菩提。

漢傳密宗是中國唐代漢傳佛教的重要宗派之

一，在唐代達到極盛，曾在中華佛教史上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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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輝煌的篇章，尤其是對國家的內外安定、民生安樂曾起到重要的作

用。當時，開元三大士之一的唐密祖師不空三藏把弘法與護國結合起

來，充分發揮密宗之護國思想，不論是建壇作法，還是譯經傳教，一

切佛教活動大多以護國安民爲中心。宣導各寺院爲國家常轉《仁王護

國經》 《密嚴經》 《法華經》等護國三經，旨在「上資邦國，息滅

災厄」。因而，不空三藏在玄宗、肅宗、代宗三朝被尊爲「國師」。

漢傳密宗在隋、唐、宋等時期，經由日本、韓國等國家地區的留學僧

傳入各國，千百年來慈悲護佑了各國人民。

 

此次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四衆弟子迎請導師智廣阿闍梨於國慶佳節爲中

華國運昌隆、國泰民安而啟修「不動明王護摩法」，願唐密教法護國

利民的殊勝功德恆時佑我中華、護我同胞。

「不動明王」又稱「不動尊」，乃漢傳密教 根本的本尊之一，爲毘

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的教令輪身，五大明王之首，諸明王之王，其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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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拔衆生之加持極爲迅猛。不動明王護摩法

能帶來一切吉祥，攘息一切災殃。此次「國

慶日不動明王護摩法會」，智廣阿闍梨以傳

承一千二百年的天台密教穴太流的護摩法儀

軌進行，其法緣殊勝，功德廣大。

佛經中說，作護摩可以息災滅難、一切順利

等。 《七俱胝佛母所說准提陀羅尼經》云：

「又法國中有疾病。十夜以油麻粳米。和酥

蜜作護摩。即得災滅國土安寧。」這句話是

指護摩可以消除「國土水旱不調，牛馬六畜

等疫毒流行」的災難。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云：「我今說護摩，

由此速成就，由護摩業儀，相應不間斷，如

是一切事，隨明當應作，隨類作護摩，無上

成就業。」 「護摩五種事，一一有多種，

息災及增益，第三爲降伏，鉤召爲第四，第

五是敬愛，如是五護摩。」《大日經疏》曰：

「護摩是如來慧火，能燒因緣所生之災橫。」

由此可見，護摩的功德非常廣大，正如《諸

佛境界攝真實經護摩品》云：「譬如摩尼寶

珠懸虛空中。能雨一切衆生愛樂之物。此妙

瑜伽 勝教主。亦復如是。能令行者。圓滿

一切世出世願。」

護摩法不僅能夠息災增吉，更重要的是能夠

消除妄想分別，成就無上菩提。佛法之護摩

重點即在於此內護摩以如來之智火，燒

煩惱之薪。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日經 世出

世護摩法品》云：「次息災護摩，或以增

益法，如是世護摩，說名爲外事。復次內

護摩，滅除於業生，了知自末那，遠離色聲

等。眼耳鼻舌身，及與語意業，皆悉從心

起，依止於心王。眼等分別生，及色等境

Ӛ�➋桬隋㕜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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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智慧未生障，風燥火能滅。燒除妄分別，成淨菩提心，此名內護

摩，爲諸菩薩說。」

 

《大日經疏》曰：「煩惱爲薪，智慧爲火，以是因緣，成涅槃飯，令諸

弟子食。」就是指護摩爐喻大日如來，護摩木喻衆生煩惱，木投爐中

即以大日如來智慧火焰焚燒衆生無明煩惱，轉衆生五毒爲如來五智。

在護摩法中，行者不僅在三密相應的觀修中成就廣大供養，護摩的熊

熊烈焰亦淨化著衆生一切身心業障，令淨菩提心成長，這也是佛法究

竟的護摩。護摩幫助衆生消災解厄，償願滿意，但護摩之究竟目的是

使衆生永離煩惱深淵，得無苦之真樂，成就涅槃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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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 日，智廣阿闍梨與日本曹洞宗禪師枡野俊明

在位於日本橫濱的建功寺會面，進行了一場關於「禪修」

話題的對談。

 

這是雙方繼 2015 年會晤後的再次會談，兩位高僧就禪修對

於現代人的利益、如何在禪修中處理念頭和情緒、如何通

過禪修證悟我們內在的佛性、佛教和文化藝術之間的關係

及如何在文化藝術中融入修行等幾方面的話題進行了深入

地探討。

對話結束後，隨行的一乘顯密佛教中心 18 位道友在建功寺

住持枡野俊明禪師的指導下，體驗了日本曹洞宗坐禪，並

在住持帶領下參觀了建功寺正在修繕復原的本堂。

 

枡野俊明禪師是日本古刹建功寺第十八代住持，當代日本

造園設計的代表性人物，以禪之思想與日本傳統文化爲根

基進行的「禪之庭」創作活動得到國內外的高度評價，曾

經被美國《新聞週刊》日文版評爲當今世界 100 位 值得

尊敬的日本人之一。

枡野俊明禪師曾在採訪中這樣說道：

ր✑曆琹⦺溸䧰┞潳㐃琹溸窢玘㕈狹┪ꅽ鉿ⱂ✑╒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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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三十多年來依止了八十多位善知

識，廣泛學修了漢傳、藏傳、南傳等顯密教

法。致力於佛教各宗派清淨傳承教法的傳承

和保護，促進佛教各宗派之間的互相交流和

團結。從 1995 年開始專職從事弘法利生事

業，努力將傳承久遠的佛教智慧與快速發展

的現代社會相融合，利益廣大衆生。

近年來，智廣阿闍梨在各地推行「快樂禪」。

「快樂禪」是貼近社會各界人士日常生活、

工作的一種禪修方法，可以直接讓人們體驗

到禪修的喜悅、身心的安詳和生命本具的快

樂。其精華法要主要來源於天台宗止觀禪修

的法脈傳承。

此次智廣阿闍梨與枡野俊明禪師的對話主題

也正是圍繞著禪修來展開的。兩位大師的精

彩開示將現場參與的佛友們帶入了深層的思

考，在闡明各自見解的同時，兩位大師也

Ӛ�卙ꅿ⤦僈狪䌌涸⡲ㅷ妇颣Ӛ�卙ꅿ⤦僈狪䌌涸⡲ㅷ妇颣

Ӛ�兰䑝ꡇ唄莄卙ꅿ⤦僈狪䌌✽飨狲暟

Ӛ�卙ꅿ⤦僈狪䌌莄兰䑝ꡇ唄ざ䕧殆䙁



交流了禪修的一些心要竅訣，在場道友們都如獲至寶、獲益匪淺。

後，在「步步是道場，事事皆修行」的共同理念中，愉快地結束了會談。

會談結束後，在住持枡野俊明禪師的指導下，大家瞭解學習了坐禪前

的準備工作，體驗了坐禪，並紛紛要求體驗了「教鞭」的加持。在悠

揚綿長的鐘板聲中，結束了此次難得的體驗。

曹洞宗是禪宗的五個主要流派之一，由良價禪師創宗，後傳至宏智正

覺禪師，創「默照禪」，與大慧宗杲所提倡的「話頭禪」一起，成爲

後世禪宗的兩大流派。日本曹洞宗爲道元禪師所開創，道元禪師的禪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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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繼承了中國曹洞宗從宏智正覺到天

童如淨一脈相承的默照禪風，提倡「只管打

坐」，主張修證一如。道元禪師謹遵師教，

遠離榮利，居山修行，其禪風帶有古樸和枯

淡的色彩。今天的日本曹洞宗以永平寺、總

持寺爲兩大本山。

日本曹洞宗以坐禪的理論爲依據，認爲「通

過坐禪的實踐得到身心安寧，當下即是佛

身」；同時，在每天生活中善用其心，在人

與人相處中尋找喜悅，在人世間創造自己

的價值，這就是日本曹洞宗追求的生活方

式。這樣的教法，因爲貼近生活、利益迅速

而備受日本人的推崇，據稱僅在日本就擁有

三百五十多萬信徒、一萬四千多間寺院，爲

日本寺廟數量 多的佛教宗派。

坐禪結束後，枡野俊明禪師帶領衆人參觀了

正在維護修建的本堂。建功寺本堂建於 250

多年前，爲中國宋代的建築風格。本次修繕

完全按照傳統工藝技術，整個近 400 平米的

殿堂沒有一枚釘子，全部是榫卯結構。目前

修繕工程已進行了三年多，預計在明年底竣

工，共需要五年的時間。

  

枡野俊明禪師介紹完這些，深情地說，日本

曹洞宗傳承於中國，這些古老的寺廟建築工

藝也傳承於中國，我們一直傳承並珍惜著，

也希望這些珍貴的教法、文化和技術能夠再

次回到中國，利益廣大民衆。

聽到禪師發自肺腑的表達，一乘弟子們非常

感動，對一直在做著傳承佛陀智慧與中華傳

統文化的先輩們生起深深的敬意，同時也在

心中祈願中華的傳統文化再次興盛，利益衆

生，祈願佛教的智慧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

更好地利益無量衆生。

Ӛ�卙ꅿ⤦僈狪䌌莄♧⛧⡱㶩ざ䕧殆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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冝䏻ꮣ唛錻䱅◙㝙⺬㶕侷┩ꌄꌬ岻㝕ꮣ唛⛻
■ 記者  夏衛娟

2017 年 10 月 4 日—6 日，智廣阿闍梨於日

本天台宗總本山比叡山延曆寺接受日本天台

密教傳法灌頂，被授予三部都法大阿闍梨職

位。這是日本天台宗有史以來首次爲華人授

予此天台密教 高級別職位，爲唐密教法回

傳乃至再興於華人世界掀開了一頁重要的歷

史篇章。

 

天台密教有 13 個流派，此次智廣阿闍梨得

受的是三昧流的大阿闍梨傳法灌頂。在 10

月 6 日的受職儀式上，三昧流教授大阿闍梨

武覺超大僧正鄭重授予智廣阿闍梨受職之

證，並表示祝賀。受職證中云：「窮兩界淵

底，爲三部（即金剛界、胎藏界、蘇悉地）

都法。」

 

智廣阿闍梨自 2004 年東渡日本，開始踐行

唐宋時期漢傳佛教回傳、重興於華人世界的

志願，在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學修中均獲

得豐碩成果。於 2016 年 2 月獲得真言密教

醍醐派中僧正僧階之後，此次又被授予天台

密教三部都法大阿闍梨之職，均爲華人佛教

史上首位。智廣阿闍梨以堅定的行願和實修

實證，爲唐密教法回傳重興的事業樹立了一

個又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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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天台宗的學修歷程中，智廣阿闍梨先

後於比叡山延曆寺得度，於比叡山行院學修

滿行，獲得比叡山延曆寺傳法灌頂，成爲日

本天台宗穴太流總持坊第七十五世阿闍梨，

後得受圓頓大戒，並於 2015 年 10 月順利通

過法華大會廣學豎義考試。

本次得受的是日本天台密教 高級別傳法灌

頂。

來自世界各地的四十多位華

人佛子共同見證了這一殊勝

的歷史時刻。受職儀式之

後，武覺超大僧正慈悲接見

了隨行道友，並爲道友們作

了感人至深的開示。

武覺超大僧正說：「這些法

是從中國傳承到日本，1200

年來，我們一直按照祖師的

傳承完整地保留繼承下來。

智廣阿闍梨爲了回傳這些教法不畏艱辛，在

比叡山修學體系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出色

地完成了所有教法的修學。比叡山的修行其

實是非常嚴酷、非常辛苦的，正因爲經歷了

這樣的辛苦，智廣阿闍梨才有了今天這樣殊

勝的成就。請大家一定要跟隨智廣阿闍梨好

好地學習，自利利他，也歡迎大家多多來比

叡山修學。」

Ӛ�娀錏馄㣐⬥姻㋲栬昸兰䑝ꡇ唄⫄䱇㣔〵㺙侅嚋銳⿺♲僳崨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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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智廣阿闍梨的剃度恩師，武覺超大僧正

數年如一日地支持著智廣阿闍梨的求法和修

學，可以說是有求必應、傾囊相授。今天看

到智廣阿闍梨在天台密教中的修學終於圓滿

完成，武覺超大僧正掩藏不住內心的感動和

欣慰，他說：「智廣阿闍梨是我非常值得驕

傲的一位弟子。他已經學完了比叡山天台

密教的所有教法，作爲師父，沒有比這更高

興的了。智廣阿闍梨本身是一位很了不起的

人物，無論是他的人格，還是思想，都非常

穩重可靠，尤其是

看到他有這麽多優

秀的弟子，都那麽

信賴他、支持他，

這些都給我很大的

信心，我堅信智廣

阿闍梨一定能夠實

現回傳重興唐密及

唐宋文化的心願。

當然這也是我的心

願，希望以『一佛

乘』的佛教思想利

益廣大的衆生，我

會盡我的一切力量

支持智廣阿闍梨。」

恰逢智廣阿闍梨

著述的《醍醐一

滴法華經十二

句締造幸福圓滿人生》 （日中文版）在日

本同朋舍新社正式出版，武覺超大僧正爲此

書特別寫了推薦序。談到智廣阿闍梨在日本

的出版及弘法事業，大僧正說：「我給智廣

阿闍梨傳授的教法跟傳授給其他日本法師的

一模一樣，但是我覺得智廣阿闍梨因爲他自

己豐富的修學背景，有很多不共的優勢。他

不僅學修了天台密教，而且精通漢傳、藏傳

佛教，在諸宗圓融上和我們的祖師傳教

大師 澄是一致的。就像《醍醐一滴》這本

書，完全來自於《法華經》，而且講解得通

俗易懂，非常善巧地引導人們離苦得樂。所

以我認爲智廣阿闍梨不僅可以把唐密教法回

傳給華人，也同樣可以在日本利益到廣大的

民衆，我希望有機會可以幫助到智廣阿闍梨

的弘法利生事業。」

 

隨行道友們雖然不能進入傳法灌頂的現場，

但是作爲這重要歷史時刻的見證者，聽到

武覺超大僧正的此番

開示，大家都感動萬

分、 深 受 鼓 舞。 然

而，智廣阿闍梨面對

此殊榮更多的卻是進

一步的自我策勵，他

說：「這些都是恩師

們的教導以及道友們

的支持，還有諸佛菩

薩的加持，我自己並

沒有什麽了不起。通

過這次傳法灌頂，我

更加認識到自己還有

很多不足，要學習的

東西還有很多，要做

的事情還有很多。」

懷著這樣的心願，阿

闍梨在這莊嚴殊勝又

緊張疲勞的傳法灌頂法會期間，一如既往地

如期進行每周兩次的網絡教學。10 月 4 日

晚上，智廣阿闍梨開示的《天台密教的傳承

歷史及特色》使線上線下的全球華人佛子同

沐法雨、同受法益。

��



┞▘锢臞

Ӛ�娀錏馄㣐⬥姻昸兰䑝ꡇ唄갼涮「耶⛓阮

Ӛ�兰䑝ꡇ唄莄娀錏馄㣐⬥姻ざ䕧殆䙁
��



┞▘锢臞

冝䏻ꮣ唛㐃傽勔甦冝ꯗ㝕㳴✑㸢꾴悎颊վ虝ⷬ儱疿տ
■ 記者  楊金梅

金秋十月，日本的京都正是丹桂

飄香之時。2017 年 10 月 10 日，

智廣阿闍梨受邀再次來到日本種

智院大學，作了《色即是空
ռ般若心經〉的智慧》專題演講。

 

種智院大學簡稱爲「種智院大」，

前身是由空海大師於 828 年（天

長 5年）創立的「綜藝種智院」。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日本，只有貴

族才能進入學校，庶民沒有入學

學習的機會。空海大師爭取了當

時的天皇、貴族及佛界要人的支

持，創立了綜藝種智院。 「綜藝」意爲學

習各種各樣的學問， 「種智」意爲將佛陀

的教誨廣弘於世間。那時的人們可以在綜

藝種智院中全面學習儒釋道三家的學問。昭

和年間，這所日本 早的私立學校被更名爲

「種智院大學」。現在，學校法人綜藝種智

院大學在人文學部中設立有佛教學科和社會

福祉學，屬真言宗系的大學。這所專門的佛

教大學目前由日本 24 所本山•寺院與宗派

支援。

 

此次演講是智廣阿闍梨受種智院大學校長村

主康瑞先生特別邀請並親自命題的專題演

講，也是智廣阿闍梨繼 2014 年 6 月在種智

院大學演講之後的第二次受邀演講。首次演

講主題爲《日本密教與西藏密教關係初探》，

給在場的師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種

智院大學宗教部部長 SHAKYA Sudan 對阿闍

梨的主題演講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阿闍

梨演講的內容，對於種智院大學乃至整個日

本佛教界都是非常新鮮的，令大家收穫很

大。他祈禱雙方未來能夠進一步增上交流。

正是這樣一個殊勝的緣起，此次智廣阿闍梨

帶領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新加坡

隨行弟子四十多人再次來到種智院大學，爲

大學的師生又一次帶來了佛法的精華
《般若心經》的智慧，不僅令在場的聽衆深

獲法益，也進一步加強了中日佛教文化傳承

的深度交流。

演講之前，種智院大學副校長児玉義隆先生

向在場的聽衆隆重介紹了智廣阿闍梨，然後

在智廣阿闍梨的帶領下，大家一起讀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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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心經》，在朗朗的誦經聲中拉開了演

講的序幕。

智廣阿闍梨以《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序》中記載的《般若心經》與玄奘大師

神奇的故事開場，道出了玄奘大師翻譯的心

經版本流行的祕密。緊接著從聽聞般若者的

根器、聽聞般若的功德、如何理解「色即是

空」、明白了空性有什麽利益，以及《般若

心經》的修法等方面作了深入淺出的講解，

現場的聽衆很多在認真地做筆記，阿闍梨精

彩生動的開示令大家發出陣陣會心的笑聲。

 

《般若心經》被很多高僧大德稱爲佛法的精

華。在《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中記載，佛陀以般若波羅蜜多正法囑累於阿

難尊者：րꮣ곔偠䧰䨿靾┞⮘岻╚めꯙ
薮蝄峒耈逼㝃┯⺪䗇㝤նցր薮蝄峒耈逼㝃
ⷬ儱ꇄ勑❔槁㐃✐嬏⮃气頳✐┞⮘冝ն
儱侚ꮣ곔䧰♁♨儱薮蝄峒耈逼㝃婞岻㍴箕
偠将ն蝄婟婞岻姰偖忶免将沖⺇䭦㵌ꄽ嵤
䉘❈┯偖忶նց可以看出，般若的重要性以

及佛陀對般若的重視。

 

般若智慧如此高深，但經智廣阿闍梨生動有

趣、輕鬆幽默的講解，通過引經據典、講故

事和比喻的方式，不知不覺把大家帶入了智

慧的海洋，加深了大家對《般若心經》的理

解。智廣阿闍梨說：「我們今天讀誦《般若

心經》，理解《般若心經》的含義，對我們

消除煩惱有很大的幫助，就像《心經》裏面

講的『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不僅暫時

可以消除煩惱和痛苦，而且 終可以像佛陀

一樣，成就無上菩提。」因爲種智院大學的

學生很多未來會成爲真言宗寺院的住持，從

這個角度來講，智廣阿闍梨此次的演講具有

深遠的意義。

智廣阿闍梨說：「《般若心經》的智慧博大

精深，如果詳細來講，講上三天都講不完，

今天因爲時間的關係，只是講解了『色即是

空』這四個字。通過《大日經》中如夢和旋

火輪兩個比喻來引發大家的思考，期待未來

能夠有更多的機會來一起深入和詳細地學習

《般若心經》。」

後，智廣阿闍梨慈悲傳授了威力巨大的

《心經回遮儀軌》的修法，希望大家可以消

除障礙，一切吉祥如意，並贈送在場每人一

個極具加持力的心經卡，可以隨身攜帶，願

大家時時刻刻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和護佑。

一個小時十五分鐘的演講在大家意猶未盡中

圓滿結束。

智廣阿闍梨的演講是該大學自建校起一千多

年來迎來的第一位華人演講。阿闍梨此次講

解《心經》主要採用了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觀

點。阿闍梨多年來一直秉持著釋迦牟尼佛

「一佛乘」 的宗旨，認爲在資訊發達的時

代，促進佛教各派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可以

有利於整體佛法的興盛，以及有利於衆生的

解脫。近年來，智廣阿闍梨一方面對日本佛

教逐步進行深入學習和實修；另一方面，也

向日本佛教界介紹了中國漢傳、藏傳佛教的

諸多顯密教法，對於中日佛教的交流和互

動，作出了很多努力。此次演講也是阿闍梨

回歸佛陀本懷、對於佛陀「一乘」理念的又

一次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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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13日，風和日麗，諸佛歡喜，

日本天台密教三部都法大阿闍梨、一乘顯密

佛教中心導師智廣阿闍梨在日本京都一乘別

院爲弟子們傳授了一系列殊勝的天台密教修

法。

此次傳法是應弟子們的強烈祈求，以智廣阿

闍梨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被授予日本天台密

教三部都法大阿闍梨職位這一可喜可賀、在

唐密重興事業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爲契機

而進行的傳法。

智廣阿闍梨被授予日本天台密教三部都法大

阿闍梨之職，也是日本天台宗有史以來首次

爲華人授予此 高級別職位，在唐密回傳和

重興事業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來自中國

大陸、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的四十多位華人

佛子共同見證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很多道友爲此深感自豪，同時也發願追隨智

廣阿闍梨好好學習唐密教法，爲唐密重興事

業作出實實在在的努力。

智廣阿闍梨觀待因緣，此次爲弟子們傳授了

殊勝的天台密教三昧流護身法、藥師如來根

本印明以及比叡山三面出世大黑天神勤行儀。

 

阿闍梨在傳法之前給大家作了殊勝的開示。

阿闍梨說：

「今天是朝拜藥師靈場、京都三弘法等許多

聖地功德圓滿的日子，我看到大家在這個過

程中能夠對三寶生起信心、得到諸佛菩薩的

加持，非常欣慰。我覺得我們人生非常短

暫，在這短暫的人生當中，要思考什麽是真

正有意義的事情。我們需要去工作和生活，

但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們人生的意義

在於什麽呢？就是真正能夠自利利他、自覺

覺他。

我們這次在朝拜當中也看到很多殊勝的道

場、寺院、聖地，包括這些佛法的壇城。這

些能夠流傳到今天，讓我們能夠去感受到、

去學習到，這都是因爲傳承祖師、高僧大

德，他們發菩提心，所以殊勝的佛法、文化

才能夠傳承下來利益衆生。所以我覺得我們

作爲後輩的弟子也應該向祖師大德學習，上

求佛道、下化衆生，這個是 有意義的。

當然我們每個人能力不同，但是發心一定要

發圓滿。《俞淨意公遇灶神記》裏講道：『若

有力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

小難易。實實在在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

的。亦要誠誠懇懇。使此善意圓滿。』也就

是說每個人力量大小不一樣，但是善心一定

要發圓滿。在菩提心圓滿的基礎上，盡力而

爲，儘量去做，這樣我們這一輩子就不會空

過，就不會浪費。

我自己這一生，我覺得還是很有意義的，就

是因爲三十年來一直在作自覺覺他、自利利

他的努力，雖然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一直

在發這樣一個心，朝這個方向努力，我覺得

我的人生非常值得。也是因爲得到上師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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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持，以及很多道友的支持，我今天才能

在弘法利生的事業上做一點點的小事情，我

覺得很欣慰和幸福。」

智廣阿闍梨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阿

闍梨多年來赴日求法、不畏艱辛、不負師

恩、學有所成，無非是爲了上求佛道、下化

衆生。阿闍梨率先垂範，給弟子們作出了很

好的榜樣。

此次傳法採用折紙的方式，給予了每位參加

傳法的弟子三個修法的折紙。阿闍梨說：「學

習密法不僅僅要明白作法，更重要的是要明

白道理。」阿闍梨說：「折紙是唐密傳統傳

法的方式，把殊勝的印明口訣放在裏面，大

家要好好保存，只能獲得傳承的人自己看。」

阿闍梨並爲大家作了詳細清晰的講解。不僅

讓大家瞭解了怎麽修，同時開示了這些修法

的功德及殊勝之處。

在傳三昧流護身法時，阿闍梨詳細講解了這

部可以令我們即身成佛的法。而這個法本

是重興天台密教三昧流的武覺圓大阿闍梨

整理的，真言的梵文讀音不僅用羅馬拼音和

漢字音譯做了注音，而且還標明了意思。阿

闍梨說此次傳法爲大家準備的資料是比較完

整的，弟子們紛紛生起了信心和感恩珍惜之

情。

阿闍梨再三強調修護身法的重要性，希望大

家每天早晚各修一座，每次修法之前一定要

修護身法。

在傳授「藥師如來根本印明」時，阿闍梨

說：「爲什麽比叡山延曆寺的根本中堂供奉

的是藥師如來？是因爲天台密教裏認爲藥師

如來並不是釋迦牟尼佛以外的佛，而是釋迦

牟尼佛爲利益末法時代衆生而特別化現爲藥

師佛，所以釋迦牟尼佛跟藥師佛是無二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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Ӛ�兰䑝ꡇ唄㖈䖤䏞涸㣐랱㛔殆䕧



┞▘锢臞

的。傳教大師 澄云：『歸命毘盧遮那亦名

釋迦牟尼妙法教主，像法轉時利益衆生稱號

藥師瑠璃光如來。』意思是毘盧遮那佛、釋

迦牟尼佛、藥師如來是同一本體，爲了利益

不同衆生而示現的。所以，末法時代修藥師

法門是比較契機的。因爲這次朝拜藥師佛的

靈場功德圓滿了，藉此殊勝因緣給大家傳授

三昧流祕傳的『藥師如來根本印明』。」

 

後阿闍梨慈悲地爲大家傳授了《比叡山三

面出世大黑天神勤行儀》。阿闍梨說：「大

黑天信仰在日本流傳很廣泛，日本 早的三

面大黑天就是出自比叡山延曆寺，而且我得

度就是在延曆寺的大黑堂裏，可以說跟三面

大黑天很有緣分。三面大黑天其實是三位菩

薩合一。第一位是大黑天，就是藏傳佛教裏

的瑪哈嘎拉。第二位是毘沙門天，在藏傳佛

教裏稱爲財寶天王，毘沙門天其實就是戰神，

能夠戰勝一切。在唐朝的時候，軍營裏面都

要供奉毘沙門天王。毘沙門天同時也是佛教

很重要的護法神，四大天王裏 重要的天王。

第三位弁才天，藏傳佛教稱爲妙音天女，能

夠讓我們開智慧、變得更漂亮、聲音變得更

好聽。所以你修這個法就同時修了三個法。

 

據說豐臣秀吉也是因爲修了這個法才出人頭

地，可見這個修法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比叡山三面出世大黑天神勤行儀》，爲什

麽叫『出世』？按照日本人的說法，就是出

人頭地，主要是因爲豐臣秀吉修了這個法以

後就出人頭地了，所以叫出世；但我覺得出

世更了義的解釋是出離世間輪迴，獲得解

脫。因爲比叡山延曆寺開創的時候， 澄大

師肯定不是爲了出人頭地才修這個三面大黑

天的，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去理解。」

阿闍梨說，這個修法可以增加財富、遣除違

緣、增加智慧，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護法修

法。希望大家能夠好好修持，定可一切吉祥

如意。

此次傳法，阿闍梨爲大家今後修法方便，給

每一位道友都準備了一整套包括折紙、念

珠、磬、塗香、手印遮布等在內的隨身修法

錦囊。傳法圓滿之後，阿闍梨又耐心地爲大

家講解了如何使用塗香、磬，以及天台宗念

珠的方法， 後阿闍梨完整領修了一遍當天

所傳的一系列密法。

在整個傳法過程中，弟子們認真聆聽了智廣

阿闍梨的講解和傳授。這也是智廣阿闍梨

獲得日本天台密教三部都法大阿闍梨之職

以來，首次傳授如此殊勝的系列天台密教修

法。大家都法喜充滿，感受到傳承祖師們的

加持，也發願爲唐密重興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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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智廣阿闍梨在歐洲弘法之旅期間，應藏傳佛教寧瑪派仁增

國際佛教中心導師南卡仁波切邀請，於 11 月 2 日—8 日駐足西班

牙阿梅利亞南卡宗閉關中心，在短短的幾天時間裏爲閉關中心的

道友們宣講了殊勝難得的《三十忠告論》《醍醐一滴》，並慈悲

傳授了唐密准提觀音的修法。

 

藏傳佛教寧瑪派仁增國際佛教中心，又叫仁增國際僧團，是南卡

仁波切建立的藏傳佛教修行人的中心，目前大約有 300 多人。南

卡宗閉關中心是其所屬的閉關中心，總道場設在歐洲瑞士特卻

林。歐洲的第一個中心設立在立陶宛，目前在歐洲幾個國家都有

設立，現在有近一百二十位來自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俄

羅斯、瑞士、瑞典、美國等多個國家的道友在閉關中心依止南卡

仁波切聞思修行。智廣阿闍梨早在 2012 年就曾到訪過仁增國際

佛教中心總道場瑞士特卻林， 近幾年來曾多次應南卡仁波切邀

請來到閉關中心爲道友們傳法，此次是繼 2015 年在南卡宗閉關

中心傳講《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之後再次蒞臨。

11 月 2 日，南卡仁波切率領衆弟子舉行了盛大隆重的儀式來歡迎

智廣阿闍梨一行，仁波切說：「幾年前，晉美丹貝尼瑪上師（智

廣阿闍梨）來到我們這裏，給我們作了一些短暫的教學，我們也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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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請他每年都來這裏給我們弘法，這次非常

感謝他給我們機會，能夠再次來到我們南卡

宗。這不僅是我們這一生的因緣，也是多生

多世的業力和善緣，讓我們能夠共同地進行

弘法利生的事業，這是非常非常吉祥和稀有

難得的。」

爲表達對南卡仁波切的謝意，智廣阿闍梨贈

送了南卡宗閉關中心一套臺北故宮博物院珍

藏的《妙法蓮華經》複製版以及智廣阿闍梨

近出版的中英文《<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

> 略講》。這本書是根據 2015 年智廣阿闍

梨來南卡宗宣講《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整

理而成的講記。 

當天，智廣阿闍梨應南卡仁波切的要求，宣

講了寧瑪派的大成就者全知法王無垢光尊者

的一部殊勝的論典《三十忠告論》。這部論

典是無垢光尊者（龍欽巴尊者）針對修行人

的問題給予了三十個忠告和教誡。智廣阿闍

梨以尊重傳承的方式，按照索達吉堪布的講

義來爲大家作了講解。論典講解圓滿之時，

阿闍梨謙卑地說自己也是經常讀這部論典，

每次讀的時候都覺得是在說自己。 「修行

人應該經常讀一讀這部論典，來反省和提醒

自己，這部論典很殊勝，因爲阿底峽尊者說

過：『殊勝上師爲揭露罪惡，殊勝竅訣爲擊

中要害。』」道友們聽了阿闍梨的講解之後，

對這部殊勝的論典生起了殷重之心。

接下來阿闍梨又爲道友們選講了《妙法蓮

華經》。 《妙法蓮華經》是漢傳佛教非常

重要的一部經典，被譽爲經中之王。早在

2012 年智廣阿闍梨第一次到訪南卡宗瑞士

特卻林閉關中心時，就爲道友們講解了《妙

法蓮華經》的片段以及《法華傳記》中的幾

則故事。智廣阿闍梨此次也帶來了自己在

日本出版的著作《醍醐一滴< 法華經 >

十二句締造幸福圓滿人生》，這本書由阿闍

梨從《妙法蓮華經》中擷取十二句偈深入淺

出地詮釋後整理而成。此次阿闍梨對照這本

書爲大家作了講解，儘管只是「醍醐一滴」，

但其中的妙味卻令道友們回味無窮，相信也

必定會對大家未來獲得幸福圓滿的人生以及

終達到快樂無憂的境界產生積極的影響和

作用。

11 月 7 日，恰逢漢傳佛教觀世音菩薩出家

的吉祥日，阿闍梨又慈悲地爲閉關中心道友

們傳授了唐密准提觀音的修法。阿闍梨在

傳法之前首先供養閉關中心一尊准提佛母佛

像，祈願大家吉祥如意。這一天，智廣阿闍

梨身著唐密法衣，在唐密法器一面器前面修

了一座唐密准提修法，令道友們耳目一新，

十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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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闍梨說：「我曾經在 2013 年的時候，在

日本醍醐寺一個很重要的准提佛母法會當

中，第一次在日本的道場裏面修第五世華智

仁波切給我傳授的准提佛母的儀軌。那麽這

次能夠在歐洲這樣一個殊勝的道場，以簡單

的方式來修唐密准提佛母的修法供養大家，

非常地高興。那麽，之所以這樣做，跟十五

世大寶法王的授記有關。第十五世噶瑪巴曾

經有這樣的一個授記：當日本密教（唐密）

跟西藏密教融合的時候，佛法會更加興旺。」 

阿闍梨談到此次傳准提法的因緣時說：「我

先是在第五世華智仁波切的面前得到了准提

陀羅尼的傳承，過了幾年，我在日本也得到

了傳承一千二百年的唐密准提陀羅尼的傳

承，這正好與十五世大寶法王授記中所說的

相應。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殊勝的因緣。」

在傳法之前，阿闍梨首先介紹了唐密的傳承

歷史。通過阿闍梨的介紹，道友們瞭解到阿

闍梨所傳的唐密准提陀羅尼的傳承來源，都

增上了信心和興趣。

接下來阿闍梨講解了《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

准提陀羅尼經》中所說的准提陀羅尼的功

德，並爲道友們傳授了准提陀羅尼全呪及心

呪。阿闍梨說：「准提陀羅尼是密呪裏面

靈驗的一種，特別適合末法時代的衆生來修

行、成就。准提陀羅尼，從古到今在漢地流

傳非常廣泛，在將近一千二百多年當中，很

多人都通過修行准提陀羅尼獲得了各種各樣

的感應。准提陀羅尼就像如意寶珠一樣可以

滿足我們一切的願望。也希望准提陀羅尼可

以帶給大家吉祥如意！」

此次在南卡宗傳法，阿闍梨以其深入修學過漢

傳、藏傳、南傳以及日本佛教的豐富學識和修

證，親身演繹了佛教利美思想（佛教無宗派思

想），不僅使聽者增上了學習唐密的興趣，而

且也加深了對於佛教利美思想的理解。

在這幾天宣講佛法期間，南卡仁波切和智廣

阿闍梨也關於無宗派思想進行了深度的對談

和交流。

南卡仁波切認爲，不分教派的思想其實一開

始就存在著。之所以要宣導不分教派運動，

是因爲所有的教法都是同一個老師、同一個

佛陀傳下來的。因爲大家都皈依同樣的佛

教，所以不分教派的運動自然而然就是在那

裏的，如果說佛教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不分教

派的話，那毫無疑問我們也應該這樣來做。

智廣阿闍梨非常讚歎南卡仁波切的觀點，阿

闍梨認爲，在十九世紀藏傳佛教裏面出現

「利美運動」這樣非常偉大的運動是爲了恢

┞▘锢臞

Ӛ�兰䑝ꡇ唄㖈⽂⽓㸺ꡠ⚥䗱⥝㺙ⲥ䲿岁

��



復佛陀時代的優良傳統。漢傳佛教當中兩位

超越宗派的大師代表人物永明延壽大師、蕅

益大師，以及日本佛教當中天台宗的開山祖

師傳教大師 澄的示現都說明超越宗派的思

想自古以來就是存在的。

阿闍梨認爲，不僅佛教所有宗派之間應該互

相團結，而且佛教跟其他任何宗教之間也要

和諧相處。這樣才能爲整個人類、整個世

界，創造一個幸福和諧的環境。

聽到智廣阿闍梨的觀點與自己不謀而合時，

南卡仁波切坦誠地說出了自己關於如何更進

一步促進佛教各宗派互相團結與交流的一個

夢想。南卡仁波切說：「阿闍梨跟我在一起，

大家互相交流，我們的想法就像是牛奶混入

牛奶一樣，根本就沒有什麽區別。」阿闍梨

表示會盡己所能來支持仁波切偉大的計劃。

後雙方也就前面提到過的第十五世大寶法

王的授記作了交流。

南卡仁波切高度讚歎第十五世大寶法王，並

表示完全相信法王所說的預言。仁波切說自

己不曾到過日本，但是在夢中曾多次到過日

本的寺院，並接受灌頂傳法，相信自己與日

本佛教有甚深的因緣。

阿闍梨邀請仁波切去日本朝聖，並說漢傳密

教與藏傳密教本來就是同源異流，雙方的交

流與瞭解非常有意義，一定會促進佛法的團
┞▘锢臞

Ӛ�儢繠⚸頺㽲槈♳䌌兰䑝ꡇ唄⣘귡⽂⽓㸺ꡠ⚥䗱♧㼣ⲥ䲿⡱嫢⫸

Ӛ�⽂⽓➋岚ⴗ莄兰䑝ꡇ唄㼩锒⡱侅ⵄ繠䙼䟝

��



結與興盛，這也是自己一直在祈禱的事情。

阿闍梨表示，希望能夠爲佛法興盛、促進佛

教各宗派之間團結做一點點工作。事實上，

多年來阿闍梨一直在努力促進佛教各宗派的

互相交流與團結，並致力於佛教各傳承教法

的恢復和振興。阿闍梨雖然接受了諸多傳承

和教法，但並無門戶之見，而是主張在當今

時代，佛弟子應當秉承佛陀的宗旨，平等尊

重各個具有清淨傳承的佛法宗派。阿闍梨宣

導「利美運動」，並一直秉持著「一佛乘」

的理念。

阿闍梨說：「佛陀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很多宗

派，只有佛教而已。佛陀根據衆生的根器傳

授了八萬四千法門。根據《法華經》裏面的

教言，佛陀傳授所有的法門，只是一個目

的，希望衆生都能夠解脫成佛。這就是『一

佛乘』的思想。」

早在 2002 年 4 月，阿闍梨就曾作過主題爲

「佛教一家」的演講，宣導佛教無宗派的理

念。2016 年在中國營口舉辦了唐密重興的

研討會，當時邀請了很多中國和日本的高僧

大德和學者共同來交流，探討密教互相融合

的一些問題。

         

此次在歐洲殊勝的藏傳佛教道場傳講《醍醐

一滴》以及唐密准提陀羅尼修法，也是促進

佛教各宗派互相交流的又一次實踐，爲佛教

各宗派團結與佛法興盛創造了一個非常吉祥

的緣起。

傳法圓滿後，智廣阿闍梨還特別贈送在場每

位道友一個唐密佩戴解脫的大隨求陀羅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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呪手環，以及依照醍醐寺古代文物准提觀音

畫像製作的佛卡，祝願大家都能得到加持，

吉祥如意！ 

後，南卡仁波切舉行了隆重的感恩法會以

表達對智廣阿闍梨的感激之情。在法會上，

仁波切爲智廣阿闍梨法體安康、長久住世、

弘法利生事業廣大圓滿進行了特別祈願，還

以五種圓滿敬獻了曼陀羅， 後中外弟子以

音樂和舞蹈供養圓滿了此次法會。其中，仁

波切的一位瑞士弟子唱了一首非常好聽的中

國歌曲《枉凝眉》，這也是未來漢藏佛教能

夠更好地融合在一起非常好的預兆吧。

法會即將結束時，國際仁增佛教中心主席桑

吉多傑發表了真誠的講話並對智廣阿闍梨作

了供養，再次表達了對阿闍梨的感激。他

說：「非常感謝您給我們傳授佛法以及您所

表現出來的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以及日本佛

教的融合。把所有佛教的傳承，不僅僅是藏

傳佛教的傳承，全部都融合起來，這也是南

卡仁波切的心願。所以您是我們 理想的夥

伴，因爲您已經把這三個傳承融合起來了。」 

後，智廣阿闍梨也向南卡宗南卡仁波切及

其弟子們表達了謝意。

阿闍梨說：「非常感謝仁波切給我這樣的一

個機會，來跟大家一起學習。在我跟仁波切

的交往當中，其實我從仁波切身上學到很多

很多的東西。也從我們南卡宗的道友們身上

學習了很多優秀的品質。所以呢，與其說我

是來傳授佛法的，還不如說我其實是到這裏

來做一個學生向大家學習的。以後我相信還

有很多要向仁波切以及各位道友學習的地方。

特別是這次跟仁波切有很多的交流，越來越

看到仁波切的這種心胸和他偉大的菩提心。

仁波切的願力非常大，這是我非常敬佩的。

我也非常願意配合仁波切這麽偉大的一個願

力。但是呢，我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可

以給仁波切做一個助手，來做一些我力所能

及的小小的事情。

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到這裏來其實是來跟大

家學習的。我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所謂的老

師。希望大家也要像對待道友一樣對待我。

也希望南卡宗的道友一定要對仁波切更有信

心。特別是要接受仁波切以及我們共同的大

恩上師華智仁波切的教導。也非常希望以後

有機會能夠跟大家一起，在華智仁波切面前

有更多的學習和修行。我也非常希望能夠協

助南卡仁波切、華智仁波切實現他們的菩提

大願。所以我也發願，我自己要做一個好學

生，向他們學習。

也要祝願南卡仁波切以及所有的道友們都健

康長壽，弘法利生事業圓滿和順利！再一次

感謝仁波切和所有的道友們，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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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楊金梅

2017 年 11 月 9 日，智廣阿闍梨應邀再次來

到位於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理事會，作了

《快樂禪通往快樂無憂之道》的專題演

講。

 

歲月如梭，這是智廣阿闍梨繼 2015 年 7 月

在歐洲理事會演講之後第二次受邀演講。

首次演講的主題爲《幸福的祕訣中華文

化對當代社會的啟發》，智廣阿闍梨從博大

精深、浩瀚如海的中華儒釋道文化中取其精

華，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地闡釋了幸福的祕

訣。當時的安妮・咖瑞爾副主席對智廣阿闍

梨的開示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讚歎，而且她

誠摯地邀請智廣阿闍梨能夠經常來歐洲傳播

優秀的中國智慧。智廣阿闍梨也表示，願意

爲世界和平、社會和諧以及人類共同的幸福

而努力，雙方都表示願意將這樣意義非凡的

活動持續舉辦下去。

 

心懷著願世界和平、衆生幸福的美好願望，

վ䗪垟琹ꄽ䔯䗪垟摾䣚▇ꇔ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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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智廣阿闍梨帶領來自中國大陸、香港等

地以及歐洲各國的隨行弟子二十多人再次來

到歐洲理事會，帶來了快樂禪的智慧與實修

的方法，不僅給現場的聽衆開啟了一條通往

快樂無憂的光明之路，而且也一定會對社會

和諧、世界和平產生積極的影響。

 

演講之前，歐洲理事會員工協會主席 Denis 
Huber 帶領智廣阿闍梨一行參觀了歐洲理

事會，並爲大家介紹了歐洲理事會的一

些相關情況。歐洲理事會（The European 
Council），又稱歐盟首腦會議或歐盟峰會，

由歐盟成員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及歐洲理

事會主席、歐盟委員會主席組成，是歐盟

高決策機構。來到主會場的高處俯瞰全場，

的確給人一種震撼且莊嚴肅穆的感受。智廣

阿闍梨在此稍作停留，默默爲歐洲祈禱和平

幸福。

 

18：30，智廣阿闍梨的演講在分會場正式開

始，現場以英語和法語同聲傳譯。首先，

Denis Huber 主席用法語向現場嘉賓介紹了

智廣阿闍梨。他說，追求幸福雖然沒有被列

入世界人權宣言中，但是歐洲理事會所有的

議題，包括人權、和平、合作等等，無不是

爲了人們的幸福，所以今天特別邀請到大師

來爲我們分享有關幸福的話題。

 

斯特拉斯堡孔子學院此次派出一位法語翻譯

來支持歐洲理事會的這次活動，Denis Huber
主席對此表示感謝，並邀請孔子學院院長

Cherey 先生也對智廣阿闍梨的到來發表歡

迎致辭。Cherey先生引用科萊特的一句話「人

生短暫，所以儘量活一個美好的人生」來引

發大家對人生的思考，並說，如果想要人生

美好，那麽今天晚上希望大家能夠得到一位

幸福方面的專業大師，爲我們講解通往快樂

無憂的幸福生活的智慧。

 

智廣阿闍梨是歐洲理事會歷史上第一位進行

中華儒釋道文化主題演講的華人，2015 年 7

月第一次的演講帶給歐洲聽衆耳目一新的文

化體驗，雖然東西方文化有差異，但是大家

對這種人類共同追求的幸福之道都是同樣的

心嚮往之。

 

此次演講的題目是《快樂禪通往快樂無

憂之道》，智廣阿闍梨從快樂禪的傳承來源

講起，講到快樂禪對於現代人的意義，快樂

禪的禪修要點以及快樂禪的實修方法，並親

自帶領大家進行了實修。

䗪垟琹溸❔徏⾕✑氠
在這個物質發達、社會節奏很快的時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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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內心充斥著很多煩惱和痛苦。然而每個

人都追求內心的快樂和寧靜，所以目前禪修

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在西方國家也很流行。

 

現在各種各樣的禪修都在推廣和流行，智廣

阿闍梨所傳授的「快樂禪」是非常貼近世界

各地社會各界人士日常生活、工作的一種禪

修方法。它簡單易行，不論有無宗教信仰都

可以學習，是一種可以讓人們直接體驗到禪

修的喜悅、身心的安寧和生命本具的快樂的

一種禪修方法。

 

「快樂禪」的精華法要來自於一千三百多年

前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的法脈傳承。智廣

阿闍梨把這一深奧、系統的禪修方法用現代

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了歸納總結及詮釋，形

成了獨具特色的「快樂禪」。幾年來在中國

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

度尼西亚等地進行弘揚，改變了很多人以往

對禪修留下的高深莫測、刻板辛苦的印象，

深受大家的喜愛，利益了無數的人。發生了

很多禪修之後治癒疾病，甚至治癒了抑鬱

症、焦慮症等心理疾病，改善人際關係，生

活更加幸福、快樂等真實的案例。

智廣阿闍梨說：「我們爲什麽要禪修？禪修

可以讓我們離苦得樂，快樂無憂。」阿闍梨

首先引用了日本京都大學心理學教授佐藤幸

治在《禪》中所闡述的坐禪的十種效果來說

明禪修對於現代人的益處。例如，坐禪可以

增強忍耐力，治療各種過敏性疾病，磨煉意

志力，提高思考力，形成更圓滿的人格，迅

速地使頭腦冷靜、穩定情緒，提高行動的興

趣和效率，使肉體上的種種不適消失，達到

開悟的境地。

 

阿闍梨還引用了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

赫伯特•本森（Herbert BENSON）博士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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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禪修與醫學的研究成果，以及美國麻省大

學醫學院的榮譽醫學博士喬恩•卡巴•金博

士（Jon Kabat-Zinn, PhD）所推出的正念減

壓療法來說明現代科學、醫學越來越多地證

明了禪修會給人們帶來很多好處。比如，可

以減少痛苦，減輕疲勞，舒緩心理壓力，等

等。美國曼哈頓一位首席靈修官曾經說過：

「未來讓你去禪修的不僅僅是你的靈性夥

伴，甚至可能是你的醫生。」

 

䗪垟琹溸锢뭑
智廣阿闍梨說：「快樂禪有三個要點：放鬆、

專注、覺知，其中覺知是禪修的核心。」

「覺知是什麽意思？覺知非常簡單，就是你

很清楚地知道當下的情況，身體的狀況，內

心的想法，現在在做什麽，你非常清晰，這

個就叫覺知。

 

比如要做到放鬆，有些人可以放鬆，那麽你

放鬆的時候要保持專注和覺知，你知道自己

放鬆，這就是覺知。但是也有些人說：『我

放鬆不了，我很緊張，你一講放鬆的時候我

就緊張。』也有這樣的人，那怎麽辦？沒關

係，當你放鬆不下來的時候，你覺知到自己

很緊張，這個本身就是禪修。你覺知到自己

的狀況，你覺知到自己的緊張，這也是一種

禪修。

 

專注也是一樣，有些人我們講專注，他的心

馬上就靜下來，能夠專注；但是有些人呢，

我們講專注，他就開始有很多很多想法。那

麽，如果你有很多想法怎麽辦？沒關係，你

記住覺知，就是你知道自己的狀況，有很多

想法的時候，你知道自己有很多想法，這也

是一種禪修。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禪修是全世界 簡單

的事情，因爲禪修沒有失敗，你只要覺知自

己的狀況，這就是一個成功的禪修。」

䗪垟琹溸㷞⟶做岻
俩䛉琹
智廣阿闍梨首先教授了大家一種古老的禪修

方法：數息禪。這種禪修方式是以呼吸作爲

禪修的對象，看似簡單，但是非常有效。阿

闍梨說：「這種禪修方法不僅可以強有力地

讓我們的心能夠很迅速地獲得寧靜和安詳，

還可以提升我們的覺知力。佛陀 2500 多年

前在菩提樹下就是通過這種對呼吸覺知的禪

修， 後成爲了覺悟者。」

 

阿闍梨帶領大家體驗了數息禪後，他強調

說：「這種禪修方法非常方便，早上起床的

時候、晚上睡覺前，哪怕在汽車裏、在辦公

室裏，只要有三分鐘的時間，都可以做一點

點的禪修。」

 

阿闍梨還說：「快樂禪的禪修方法有很多層

面，今天教大家的雖然只是初級的內容，但

是學會了也可以讓我們更快樂。這種禪修方

法也不是什麽宗教，只是一種讓大家的心靈

更加快樂的方法而已，有沒有佛教信仰都不

重要。在中國，儒釋道三家都有禪修，靜坐

禪修是超越一切宗教的。」阿闍梨善巧方便

的講解令在場很多沒有佛教信仰的人也生起

了對禪修的興趣。

 

䡝䖦琹
接下來智廣阿闍梨教授了大家另外一種神奇

的禪修方法慈心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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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闍梨首先介紹了關於慈心禪的故事以及慈

心禪可以給大家帶來的利益。他說：「慈心

禪不僅可以改善睡眠，還可以消除疾病，改

善人際關係。這種禪修方法可以促進家庭、

團隊以及所有的人際關係和諧，乃至可以促

進世界和平，而且這同樣是會給我們帶來快

樂的一種禪修方法。」

阿闍梨說：「這個世界上爲什麽人與人之間

會有矛盾，包括團隊與團隊之間會有矛盾，

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會產生矛盾？其實很多

都是因爲我們內心的這種自私，缺少愛，充

滿了仇恨和憤怒，因此導致很多悲劇的產

生。這是我們人類很大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夠修慈心禪，我們內

心當中就會充滿了寧靜，充滿了安詳，充滿

了慈悲，充滿了愛。那麽我們的自私、憤

怒、仇恨就會減少，所以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就會和諧。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經常修

慈心禪，就會有利於世界和平。所以，我們

每個人都要身體力行去做這個禪修。」

 

智廣阿闍梨也正是這樣做的，他每到一個新

的地方，首先都要修慈心禪，把慈愛傳遞給

當地的人與其他一切衆生。

接下來大家在智廣阿闍梨的帶領下跟隨禪修

引導進行了一次慈心禪的實修，真切體會到

了慈心禪的力量。現場的聽衆從初步體驗數

息禪帶來的寧靜安詳，再到慈心禪帶來的溫

暖和諧，大家的身心越來越愉悅，現場的氣

氛也越來越祥和快樂起來。

 

後阿闍梨總結說：「在東方的智慧裏面，

特別是在佛教的傳統裏，認爲真正的快樂需

要從內心裏去尋找。外界所有的物質給我們

帶來的快樂，都是有限度的，禪修就是打開

內心無盡的快樂源泉的一個通道。如果我們

經常禪修，我們對於自己的內心就會有很大

的掌控能力。」

傽䊬气嵛╚溸琹⟶
「禪修不僅僅是在我們打坐的時候，靜坐的

禪修只是禪修的一種形式。更重要的禪修是

什麽？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任何時間、任何

地點保持覺知，這是很重要的！」

 

「當煩惱產生時，如果失去覺知，我們就會

被煩惱所控制。如果我們能夠保持覺知，當

我們看到煩惱產生的時候，這個煩惱就不會

再爆發出來。我們看著它，它慢慢就會減

輕，乃至 後就會消失。這是我們有禪修經

驗的人非常清楚的一點。大家可以在日常生

活當中去體驗。

 

所以我們禪修要兩種方式結合起來，一種是

通過靜坐來禪修，一種是在日常生活當中保

持覺知。」

 

阿闍梨建議大家在吃飯的時候、喝咖啡的時

候、開車的時候、看書的時候……所有的一

切都要盡力保持覺知，清醒地活在當下。並

說，如果我們用覺知和愛去做事情，去跟任

何人相處，那麽任何事情都會變得比較容

易。當阿闍梨說到很多人都有關了門走出去

又折回來確認是否鎖門的問題，其實都是因

爲關門時沒有覺知的原因。聽到這裏，現場

很多聽衆都相視而笑，看來這個心理醫學所

謂的「強迫症」確實困擾著很多人，大家都

有常常忘失覺知的通病啊。

阿闍梨還說：「《妙法蓮華經》云：『善修

其心，能住安樂。』如果我們經常做禪修，

我們內心當中時時刻刻都可以保持快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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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寧靜，保持這種愛心，那麽就可以改善我

們的人生。」

「禪修是一個非常深奧的課題，在傳統的禪

修裏面我們要學很長時間，才能一步一步達

到像佛陀一樣快樂無憂的境界。今天所教大

家的只是初步的方法，沒有任何的副作用，

大家回去以後可以進行實踐。」

 

「希望大家能夠把這種禪修的精神帶到日常

生活當中去，有覺知地去生活，有覺知地去

工作，有覺知地做任何的事情。禪修非常地

簡單，而且絕對可以給我們帶來生活品質的

改善，提升我們的幸福指數。任何人，不管

你的工作、地位、種族、信仰如何，都可以

通過禪修從內心裏面得到真正的快樂。當你

的生活品質改善，你變得越來越快樂和幸福

的時候，你就可以影響身邊的人。所以這也

是我的一個祝願，希望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內

心的寧靜和快樂，同時把這種快樂帶給更多

的人。」

 

智廣阿闍梨一個半小時的精彩演講，在與會

嘉賓的熱烈掌聲中圓滿結束了，許多人臉上

都洋溢著笑容，大家都體會到了禪修的簡

單、快樂。 後阿闍梨還贈送了每位嘉賓一

個極具加持力的現代瑪尼石，大家對此很有

興趣，紛紛排隊領取。

 

演講結束以後，許多人爭相與智廣阿闍梨合

影，並紛紛索要禪修的相關引導和資料。相

信在智慧甘露的滋潤下，每一位與會嘉賓的

內心都有所震撼，都會有所啟發和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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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常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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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9 日—10 日，智廣阿闍梨應法

國佛教協會主席 Olivier Wang-Genh（奧裏

維耶－靈元－王•艮）的邀請參觀了其在斯

特拉斯堡市郊的古山龍門寺和克裏滕諾的斯

特拉斯堡佛教禪宗中心，並與靈元禪師（奧

裏維耶－靈元－王•艮先生）進行了深度的

會談和交流。這是一段奇妙而殊勝的旅程，

兩位來自不同國度卻都是日本僧籍，而且有

著共同佛法傳承（禪宗曹洞宗）的高僧，進

行了一場精妙絕倫的智慧碰撞，一乘隨行弟

子們亦共同見證了這一愜意的智慧盛宴。

규⩧琹䊘蕝岻㏔✐侷ⶾ劋
斯特拉斯堡雖然只是法國第七大城市，但是

它與日內瓦、紐約以及蒙特利爾一樣，是少

數幾個並非一國首都卻是國際組織總部所在

地的城市，這裏駐有歐洲聯盟等許多重要的

機構，被稱爲「歐洲第二首都」。

 

Olivier Wang-Genh（奧裏維耶－靈元－王•

艮），是法國莫斯海姆當地人，有著四分

之一的中國血統（爺爺是中國廣東人）。

自 2007 年至 2012 年，擔任法國佛教協會主

席，並從 2015 年連任至今。法國佛教協會

成立目的是建立佛教界之間的聯繫，促進宗

教間的對話。在法國有一百萬佛教徒，其中

四分之三來自亞洲，而法國佛教協會則囊括

了法國 80% 的佛教徒。

靈元禪師介紹自己說：第一次接觸禪宗是

緣於 16 歲時的一次離家出走。當時在巴黎

練習合氣道，後在日本道場接觸到了「打

坐」，開始思索並學習佛教書籍。回到斯特

拉斯堡後，開始參加在克裏滕諾的斯特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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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佛教禪宗中心的禪坐課。1973 年認識了

來歐洲弘揚禪宗的日本曹洞宗大師默堂泰仙

（Deshimaru Taisen），1977 年默堂泰仙大

和尚爲他剃度。按照禪宗傳統，在他姓名中

添加了中文的「靈元」二字，意味「靈性的

來源」，於是他的全名就變成了「奧裏維耶－

靈元－王•艮」。

 

斯特拉斯堡佛教禪宗中心在 1978 年搬到了

燃燒街，後毀於一場火災，1986年重建於商

店街至今，該禪宗中心可以容納 300 名學生

禪修，禪師在韋泰爾斯維萊（Weiterswiller）
建立了一座禪宗寺院：古山龍門寺（Kosan 
Ryumon ji）。這座寺院可以提供 700 名道

友進行日常修行，這裏每個月有 2 次閉關活

動，每次可供 50 至 80 名道友進行禪修。

 

古山龍門寺位於斯特拉斯堡郊區一個自然森

林公園的安靜處，給予每個修行者走出浮躁

生活的契機。寺院寧靜的氛圍也得到許多歐

美人的讚歎，特別是德國人和美國人，甚至

連日本人也被其吸引。這是一個讓都市人遠

離浮躁和忙碌生活的寧靜去處，在這裏禪師

教導大家方法以擺脫那種急躁、忙碌以及充

滿了恐懼和猶豫的生活，使參與者能夠通過

修習禪宗而獲得利益。

靈元禪師還特別分享了佛教有三大不可分割

的支柱：禪坐、倫理道德以及通過修行得到

的智慧。

 

禪師說：我們不再質疑我們的文化和宗教的

根源，而是發現它們的價值平靜、寬

容、非暴力、尊重、感恩等等，這些使我們

在生活中遠離貪瞋癡，增長德行……幾十年

來，禪宗開始吸引全世界特別是法國人的學

習。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開始來古山龍門寺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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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說：禪修讓你每時每刻守在當下，使我

們的所作所爲與我們的環境保持真正的和諧

統一。這是一種對當下的覺知，並保持在當

下，遠離日常的焦慮。生活這口鍋不會停止

沸騰，時不時我們便會感受到生活的不如意

和迷失，這些雜念使我們無法與我們的念頭

保持一種真正的關係。禪修的第一個目標是

把心靜下來，心靜了以後，才可以開始觀察

到我們內心這個寂靜的世界，在那裏，可以

讓我們的本性顯現出來。

陨㷠脯⩪恦䝠鲨溸⺜㻘볧ꪎ㸊
11 月 9 日上午，智廣阿闍梨一行來到了位

於斯特拉斯堡市郊的古山龍門寺，在靈元禪

師的帶領和講解下參觀了這座美麗而寧靜的

寺院。

首先，靈元禪師按照佛教傳統迎請智廣阿闍

梨進入佛堂主殿禮佛供佛，莊嚴肅穆的禮佛

儀式後，靈元禪師對智廣阿闍梨一行的到來

表示熱烈的歡迎，並與智廣阿闍梨進行了親

切的交流。

靈元禪師幽默地介紹佛堂的釋迦牟尼佛像

說：「這尊佛像的手印就是『OK』的意思，

就是一切都會『OK』的，沒有什麽可煩惱

的……」禪師風趣的介紹令參訪的氣氛變得

歡喜而輕鬆，大家瞬間融入了這座美麗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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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充滿著情趣的道場，接下來的一切都是那

麽地溫馨和自在。 （編者注：此手印是佛

教的「說法印」，又名「轉法輪印」）

 

這裏的庭院非常優美，有著極其明顯的日式

格調和風情，日本的枯山水、庭園藝術之美

歷歷在目，皆有體現。

行程中靈元禪師介紹了寺院的來歷和自己的

兩位師父。交流中，智廣阿闍梨也向靈元禪

師介紹了自己與中國曹洞宗的因緣，曹洞宗

的祖庭天童寺就在智廣阿闍梨的家鄉寧波。

三十多年前，智廣阿闍梨曾在寧波天童寺學

習、閉關，近幾年在日本求學的過程中，也

學習過日本曹洞宗高祖道元禪師和太祖瑩山

禪師的一些教法，並深獲法義。談到這裏，

兩位法師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在寺院圖書館，一副「須學迴光返照之退步」

的書法作品令一乘的道友們瞻視良久，書者

空元法師據說是一位法國人，也是禪師的弟

子，這更令大家驚喜讚歎。

在圖書館，大家看到這裏的藏書很多都是佛

教書籍，其中有一本《碧岩錄》令大家印象

深刻，這本在禪林享有盛譽向有「禪門第一

書」之稱的禪宗 具代表性的公案評唱集，

在這裏頗受歡迎。一向對古籍寶典愛不釋手

的智廣阿闍梨在圖書館流連忘返，靈元禪師

亦欣然陪伴在阿闍梨的身邊，兩人時不時分

享交流書中內容，意趣相投的喜悅盈溢在圖

書館，令人深感文化超越國界、超越語言的

神奇力量。

 

圖書館中間擺放著的一個裁縫臺吸引了道友

們的眼球，這才發現，原來龍門寺僧人所穿

著的袈裟都是自己手工裁剪和縫製的，甚至

連縫紉機都不用，都是一針一線縫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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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據說這也是日本曹洞宗的傳統之一。

除了自己製作法衣，寺院的僧人還繼承了

「出坡」的傳統，自己有菜園、藥圃，在一

耕一作中體會著「活在當下」的喜悅和道心。

 

禪堂的參觀也給大家驚喜不斷，除了有與衆

不同的現出家相的文殊菩薩像，在禪堂外庭

院還特別設計供奉著一尊與文殊菩薩遙相對

望的觀世音菩薩。掛在牆壁上的一副非常珍

貴的道元禪師親筆書寫的《普勸坐禪儀》復

製卷軸，引起了智廣阿闍梨和隨行道友們的

歡喜讚歎，半個月前，智廣阿闍梨在日本剛

好給弟子們講解過《普勸坐禪儀》，今天在

這裏看到道元禪師的親筆，令大家倍感親切

和敬仰。

《普勸坐禪儀》以「原夫道本圓通，爭假修

證。宗乘自在，何費功夫」開始，首先闡述

了世尊、達摩等佛祖將坐禪傳流到當時的意

義，接著講述了坐禪的方法， 後重點描寫

了坐禪的風光，是一篇非常實用且具有指導

意義的關於坐禪的綜合性論文。據說日本曹

洞宗以兩大本山（即日本的永平寺和總持寺）

爲首，各地僧堂在夜坐之時都要讀誦《普勸

坐禪儀》，每天發心繼承道元禪師所開顯的

古儀。

齋堂門口雖然沒有掛著「雲板」和「魚梆」，

但卻有一個寫著中文偈語的「響板」，此板

上的偈語也頗具深意：「生死事大，光陰似

箭，無得暫憩，時不待人。」提醒著來用餐

的人，不要忘記無常正念，精進修行。

在享用了一餐寧靜無語、豐盛美味的午膳之

後，靈元禪師和智廣阿闍梨作了簡短的交流

並互贈了禮物。靈元禪師說，看到智廣阿闍

梨感到特別地親切，就感覺像兄弟一樣，而

且還風趣地把身體靠近智廣阿闍梨，笑著說

「我們長得也很像」。智廣阿闍梨也讚歎

┞▘锢臞

Ӛ�狪㛔⚥⣘㤀植ⴀ㹻湱⛓俒婋螑讌

Ӛ�㻨✫⚥俒⧼铃涸չ갠匣պ

Ӛ�Ⰾ⡙岁䌌✽飨狲暟

��



道，對於在法國能夠看到這樣一個非常如法

的曹洞宗寺院，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看到

寺院僧衆的行止、農禪、坐禪，感覺都非常

親切。兩位法師都表示以後要多多地交流和

往來。

 

當靈元禪師接過智廣阿闍梨贈送的根據臺北

故宮博物館收藏的明代管正因泥金寫本複製

的《妙法蓮華經》時，異常歡喜，智廣阿闍

梨簡單爲道友們介紹說，其實道元禪師的著

作中含有很多《妙法蓮華經》的教義，靈元

禪師也歡喜會意地連連點頭。智廣阿闍梨還

贈送了一尊精製的 24K 鍍金寶篋印陀羅尼

塔和自己親著的講解《法華經》中十二句偈

頌的《醍醐一滴》，以及《一乘》雜誌一套。

 

午餐後還有圍坐圓桌的甜點咖啡時光，似乎

一定要讓大家從心靈到味覺都體驗到一切清

淨而美好。智廣阿闍梨幽默地說：「看來我

們還有喝咖啡的共同愛好啊，這可是我有生

以來第一次在禪宗的寺廟裏喝咖啡。」兩位

法師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作了進一步的思想

交流，相談甚歡處，隨行的《一乘》雜誌總

編向兩位法師祈請第二天在斯特拉斯堡佛教

禪宗中心的參訪中能作一次對談，兩位法師

欣然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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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晚上智廣阿闍梨在歐洲理事會演講的行

程安排，一乘道友們不得不在意猶未盡的交

流中依依不捨地離開寺院趕往斯特拉斯堡

市。在送別智廣阿闍梨一行至山門處時，靈

元禪師特別介紹了山門處雕塑的一條龍，這

條龍是一位法國藝術家（也是禪師的弟子）

親手雕刻的。這條龍非常有喜感，所見之人

往往都忍俊不禁，喜不自勝，一乘道友們看

後也不禁紛紛在內心爲這條令人歡喜的龍點

讚。懷著無限歡喜之心，智廣阿闍梨一行離

開了這座帶給人太多驚喜的寺院。

偅杅䬕偅㖄✐侷琹㴵╚䖦두덴㑀琹⾕☆嵤
11 月 10 日早 6：30，智廣阿闍梨帶領一乘

道友如約來到靈元禪師負責的斯特拉斯堡佛

教禪宗中心參加早課坐禪。

 

換好了禪修服後，同行的道友按照日本曹洞

宗的坐禪儀式進行了坐禪體驗，靈元禪師和

智廣阿闍梨在前方法座帶領大家禪修。在悠

揚的罄聲之後，道友們很快進入了美妙的禪

修狀態。

 

這裏的早課除了禪修之外還念誦《心經》，

靈元禪師恭敬禮佛之後帶領大家一起念誦。

一時間，當地道友按照日本曹洞宗傳承以日

本音讀的發音與一乘道友的中文發音相合交

融、整齊默契，仿佛再現了一乘道友在日本

遍路時與日本法師合誦《心經》的場景。

 

美味的早餐和輕鬆的咖啡時光後，靈元禪師

和智廣阿闍梨進行了深度的對談和交流，雙

方精妙絕倫的智慧和音令在場的道友們如飲

甘露、法喜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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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談中，兩位法師就在當今地球村的環境

下如何能夠更好地弘揚佛法，振興佛教；佛

教與其他宗教或佛教的各宗派之間如何更好

地和諧相處，並共同對世界和平、衆生安樂

作出貢獻；如何將古老的佛教智慧以及古老

的禪修方法來適應全球各地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衆生；佛教的弘揚和傳承中 爲重要的精

髓是什麽；佛教中「方便的智慧」體現在與

當地文化結合的經驗分享，以及生活工作中

如何面對情緒、處理情緒等話題，分別進行

了探討和交流。

 

㐃沖♁㐌槊匆溸欏㘷┬㠁✇茤㝊剳㟲㐌䑢
䳔✐岻䮵蕟✐侷

靈元禪師認爲，在西方，要超越文化方面的

影響直接進入到佛法內在的根本意義中去，

重視佛教的根本內涵才是 珍貴的。

 

智廣阿闍梨也同樣表示，每個人都需要內心

的解脫，佛法的根本就在於讓衆生覺悟和解

脫，所以把佛法的核心本質揭示出來，分享

給大家，這是所有人都需要的。阿闍梨強

調，弘揚佛法必須要遵循重要的原則，第一

是上契諸佛之理，第二是下契衆生之機。

✐侷蕝⪼♑㴵侷䧶✐侷溸⻄㴵嵟▇ꪨ㠁✇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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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元禪師表示，宗教之間的關係對世界和平

是非常重要的。在斯特拉斯堡，不同的佛教

傳承會一起組織活動，共同慶祝佛教的各種

節日，也一起禪修，在共同的活動中，在具

體的事情中互相學習。就是說 重要的還是

要做，在實踐中分享，互相瞭解對方的經驗

和知識，而且不同宗教可能是不同的道路，

但 終還是要融入人類 終極的解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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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紀，大家應該以這樣的方式來思

考比較好。

 

智廣阿闍梨非常讚歎靈元禪師所說的做法，

並分享了自己的體會：多年來，一乘也是致

力於各佛教傳承和宗派之間的互相溝通和學

習交流，佛教各個傳承之間乃至佛教跟其他

宗教之間的互相瞭解和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消除彼此的偏見和不了解，唯有通過善

意的溝通、交流和互相學習才能夠消除。

智廣阿闍梨還表示，佛陀所傳承下來的所有

的教法肯定都是有利於衆生的，我們 好能

夠在任何的佛教宗派裏去發現它的價值，發

現它對佛法、對衆生的利益和價值，那麽我

們就會對他們產生尊重之心，同時也產生一

種學習之心。如果我們能夠經常去發現佛教

各宗派的特有價值，以及他們的特殊功德，

互相之間都能夠尊重和學習，那麽我們佛教

的所有宗派一定可以和諧和團結。

㠁✇㸠⺜脚溸✐侷冝䢘յ⺜脚溸琹⟶做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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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元禪師認爲，很重要的是，在對古老的傳

統做任何的一些現代化的修改之前，都要真

正切實地去學習和瞭解這個古老傳統根本內

在的深刻含義。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則，是一

定要瞭解清楚並堅守和傳承下來的。

 

智廣阿闍梨非常認同靈元禪師的觀點，並表

示，這就是「上契諸佛之理，下契衆生之

機」如何呈現的問題，首先我們要保持傳統

裏的精華、原則，這是絕對不能夠改變或拋

棄的。在這個前提下，再談如何適應衆生的

根機。

 

✐侷溸䑢䳔⾕⥝䪩╚劅曆ꓨ锢溸窢둍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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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元禪師分享，在禪宗裏，對祖師和傳承的

尊重其實是 核心的，以前的血脈傳承圖

都是由師徒的鮮血混合起來書寫的。這也

說明，這種師徒之間非常緊密的佛法傳承關

係，就是佛法中很基礎、很根本、很精華的

部分。

  

智廣阿闍梨表示，傳承的重要性，可以從下

面幾點來論述：爲什麽要有一個傳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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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表示這個教法的來源是非常清淨、沒有

污染的，不是自己亂發明的，而是來自於佛

陀。這也是鑒別佛教正法與非正法很重要的

一個標準。

 

傳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爲修行者

提供了很大的信心和激勵，在傳承當中，每

個人都可以得到三寶的加持，以及像祖師一

樣能夠修行成就。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

心的基礎。

 

第三，傳承還是很重要的一個感恩的優良傳

統，因爲沒有佛陀就沒有這些傳承祖師，沒

有這些傳承祖師就沒有我們，這是感恩的一

個傳統。

 

第四，傳承也是佛陀證悟力量的一種傳遞，

或者說是一種加持力的傳遞。有傳承，就可

以得到佛陀、傳承祖師們證悟的這種力量的

傳遞和加持，如果沒有，就好比只有一個電

燈泡，沒有電綫，沒有連接到發電廠。所以

說如果沒有傳承，自學佛法，幾乎是很難成

功的。

✐侷╚ր做➬溸冝䢘ց두槁㐃蕝沖㐌倁篚
⻉溸籮덴⮕☑� 
   

靈元禪師分享，方便的智慧，在禪宗裏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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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當下，我們要覺知我們所處的當下，知

道哪些是好的話去說，哪些是好的心態去面

對，這不是心智思辨的問題，是一個直接體

驗的事情，就是說如果我們用心去體味，我

們就可以接觸到他人的真心。

智廣阿闍梨讚歎說，禪師的回答已經很完美

了，有了這個原則就會知道什麽是方便。

兩位法師精妙的回答令一乘道友們心中瞬間

浮現出智廣阿闍梨常常開示弟子們「用心感

受他人需要」的教言，阿闍梨曾說這是 重

要的智慧之一，很多弟子還未能理解，今天

兩位法師的精彩分享令大家如醍醐灌頂：原

來佛教所有的教義都歸於悲智雙運的利生思

想。

   

䈰✑յ气嵛╚㠁✇긖㸫䝠紀軸槏䝠紀
靈元禪師說，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就是活生生

的生命，所以我們的情緒其實是自己的寶

藏，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的情緒，就是怪物

了。所以我們要瞭解所謂的情緒，就像念頭

一樣，會生起、會消退，這是很自然和健康

的現象。即使我們生氣，這也 OK，十秒、

二十秒而已，不用在生氣的情緒怒火上面再

去加木頭。而大部分人是這麽做的剛開

始是情緒，有了火，然後他們添加木頭，然

後火就越來越旺，然後整天生氣，好幾天、

一周都生氣，有些人甚至整年或者多年都在

生氣，這是不健康的。情緒是 OK 的，它產

生，我們觀察，它會消失，這也是我們生命

力的一種表現。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要學會這樣做。

智廣阿闍梨說，剛才靈元禪師講到一個很重

要的觀點，就是不要把情緒當成是一個敵

人。我們很多人都希望能夠把所有的情緒

去掉，但這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情。龍樹菩薩

曾經有一句話講到如何對待情緒和妄念的問

題，就是「妄心若起，知而勿隨」。就是說

情緒或者念頭產生都是自然的，是每個生命

的一種本能，但是我們的問題在哪里呢？就

是我們被這個情緒或者念頭帶走了。所以這

就是剛才禪師講的，添上了木柴，它就會變

得越來越強大了。如果我們看到情緒或者念

頭生起，我們知而勿隨，能夠覺知到，不要

被它帶走，那麽其實情緒或者念頭，它生起

就會消融，不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危害，我覺

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禪宗裏也有一句意思比較相同的話，就是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就是我們念頭情

緒產生，不用害怕， 怕的是你沒有覺知

Ӛ�⯋狪䌌륋㼈䌞⥝㗂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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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完全跟隨這個念頭，被念頭帶走了，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些困擾和煩惱，如果我們

有足夠的覺知，就沒有問題。

 

靈元禪師表示完全贊同智廣阿闍梨，他說，

這其實就是坐禪的體驗。在坐禪的時候，非

常深刻的情緒生起，我們只要去看著它就好

了，這種做法並不是讓我們成爲非常冷漠的

人，或者像植物一樣沒有感情。這樣做，反

而真正能夠讓我們成爲活著的生命，能夠面

對這些事情而不被其干擾。這在坐禪裏也是

重要的。

時間如白駒過隙，轉眼就到了分別的時刻。

在對談結束之際，靈元禪師真誠地表示：

「我真心地高興能夠遇見智廣阿闍梨，我覺

得就是見到我自己在佛法中的兄弟，不僅是

兄弟，而且真的是一個朋友。」智廣阿闍梨

也說：「也許某一世我們真的是兄弟，所以

才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告別之際，智廣阿闍梨給禪宗中心贈送了一

尊塗金的寶篋印陀羅尼塔，靈元禪師鄭重地

將它供奉在佛像前，在翻譯孝衍師兄的介紹

下，靈元禪師得知智廣阿闍梨「在全球造八

萬四千寶篋印陀羅尼塔」的發願，也欣然表

示，古山龍門寺也願意加入其中，在美麗的

禪庭修建一座，希望未來能夠請智廣阿闍梨

一起來爲寶塔開光。

 

此行參訪，一乘道友也收穫頗豐，無論是在

古山龍門寺還是在斯特拉斯堡佛教禪宗中

心，看到那些體現著「上契諸佛之理」的

行止、農禪、坐禪，以及掛在牆上的祖師訓

導，多處供奉的祖師像。還有那些體現著

「下契衆生之機」的 COSPLAY 海報；金髮

碧眼的外國人，穿著來自東方傳統的法衣，

或端坐在祖師像前，或與 COSPLAY 海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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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並排而坐的情景；或是在恭敬供

奉的祖師像前進行佛教故事的戲劇排練……

這一切，不但毫無違和感，反而是那麽地和

諧和歡喜。當然，兩位法師的對談更是讓聆

聽的道友們如同參加了一場智慧盛宴，大家

內心生起了強烈的隨喜之心、感恩之心和弘

法利生的信心。 

兩位法師惺惺相惜，同聲相應，共同約定以

後要多多地加強交流和往來。智廣阿闍梨邀

請禪師以後有機會參加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組

織的佛教論壇；靈元禪師也真誠地表示，他

們每年一次的佛教社團研討會，目前是由五

個宗派組織進行的，已經進行了八年，大家

在研討會上互相學習，求同存異，共同爲佛

教的發展努力。靈元禪師邀請智廣阿闍梨出

席在巴黎舉行的下一屆研討會，並開心地伸

出六個手指說，原來我們是五個宗派，您如

果同意參與，以後我們就是六個了。

愉快的相聚時光短暫而難忘，別後數日，靈

元禪師特發一封郵件給智廣阿闍梨在斯特拉

斯堡的弟子莫女士說，這是他人生中 爲榮

幸的一次非常好的會面，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還能與智廣阿闍梨再次相聚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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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㳴ꆱ⯒ガ㳴
■ 記者  楊金梅

智廣阿闍梨在墨爾本 RMIT 皇家理工大學作專題演講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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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5 日，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中國香港）

終身名譽會長、導師，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中國臺灣）終身

榮譽會長、導師智廣阿闍梨應邀來到澳大利亞墨爾本 RMIT 皇家理工

大學，作了題爲《當佛學遇到商學》的專題演講。

此次演講是智廣阿闍梨繼 2015 年在澳洲弘法之後，第二次蒞臨澳洲給

大家帶來無上清涼的智慧甘露。

 

2015 年 8 月，智廣阿闍梨澳洲弘法行期間在墨爾本大學、墨爾本澳星

文化中心等地的四場演講《中華商道》 《幸福密碼》 《教子有方》

《福慧圓融》，在當地華人世界引起強烈反響。人們在阿闍梨帶來的



智慧盛宴中如沐甘露，對佛陀正法生起了歡

喜和信心。因此大家紛紛祈請智廣阿闍梨長

期到澳洲弘法，以此殊勝因緣，一乘顯密佛

教中心（澳洲）於 2015 年 9 月 14 日正式成

立。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發心繼承、保護一切

佛陀清淨傳承之教法，以宣導諸宗無礙、顯

密圓融爲宗旨，以期利益不同根基之衆生。

兩年來，在當地道友的組織下，通過讀書

會、聞思修行、千供、放生等多種方式弘法

利生，引導有緣衆生走上解脫成佛的道路。

智廣阿闍梨作爲澳洲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導

師，精通儒釋道三學，尤其在佛學上造詣深

厚，長期致力於繼承和弘揚佛法。在中國優

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過程中，始終秉持

清淨的傳承和現代化的方式相結合的原則，

提倡將傳承久遠的中華優秀智慧與快速發展

的現代社會有機結合，使現代人也能在優秀

傳統文化的學習中真實獲益。智廣阿闍梨把

這種博大精深的智慧變得深入淺出、平易近

人、深入人心。對於改善社會風氣、提升社

會道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社會大衆普遍受

益良多。《當佛學遇到商學》就是智廣阿闍

梨將佛教顯密教法中的智慧精華與現代商業

社會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而作的一場具有實用

指導意義的演講。 

 

此次演講在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進行。墨

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英文：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niversity， 簡 稱 RMIT 
University），成立於 1887 年，是一所五星

級大學，位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

市，是澳大利亞的一所綜合型國立大學，主

校區設於墨爾本的市中心。128年後的今天，

RMIT 已經成爲一所世界著名的理工大學，

躋身於世界著名大學之列。

參加此次演講的來賓有來自澳大利亞維州政

府和墨爾本市的有關領導，墨爾本大學、莫

納什大學、RMIT 大學的有關領導、教授和

老師，澳大利亞各商會、同鄉會以及各民

間團體的會長、負責人，在澳企業家、總經

理，墨爾本一些媒體的負責人及社會各界人

士。

智廣阿闍梨在演講伊始，首先介紹了自己修

學佛法的心路歷程。

 

阿闍梨在小時候因眩暈症醫藥無效，後持誦

大悲呪得以痊癒，與佛法結緣，感受到佛法

的神奇力量，開始踏上學修佛法之路。在其

後的三十多年中拜訪了八十幾位高僧大德，

系統修學了漢傳、藏傳、南傳等顯密教法。

 

智廣阿闍梨接下來從「什麽是佛法」開始講

起，從「菩提心與企業經營的動機」 「空

性智慧與企業經營的關係」 「因果法則的



重要性」「十善業與企業經營的關係」「六

波羅蜜如何幫助企業經營」等幾個角度來闡

述了佛學與商學的關係。 後傳授了對企業

家特別實用的「和氣生財禪修法」，並親自

帶領大家進行了實修。

☴묋儱✐岻
智廣阿闍梨引用禪宗四祖道信大師所說的

「快樂無憂，故名爲佛」，首先讓大家對於

「佛」有了一個清晰、易懂的概念。阿闍梨

說：「佛，就是快樂無憂的人。佛法，就是

達到快樂無憂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每

個人都需要佛法，因爲每個人都希望快樂。」

 

佛陀講了八万四千法門，其實就是讓我們獲

得快樂的種種方法。有的方法只是自己獲

得快樂，這是小乘；有的方法是不僅自己

快樂，還要帶領所有衆生快樂，這是大乘；

大乘又分顯宗和密宗。智廣阿闍梨以爬樓梯

和乘電梯爲喻，形象生動地說明了顯宗和密

宗的差別。顯宗好比爬樓梯，到達目的地很

慢，用專業術語來說，學顯宗成佛要三大阿

僧祇劫；密宗仿佛乘電梯，很快， 快的即

生就可以成佛， 慢的十六生也可以成佛。

✐㳴蕝ガ㳴溸ꬨ➴
智廣阿闍梨從三十多年的學佛經歷中瞭解

到，佛學對商學會有很大的啟發。阿闍梨

說，佛教是世界上歷史 悠久的連鎖企業，

傳承了 2500 多年依然欣欣向榮，是值得企

業家借鑒和學習的。而且古今中外有許多企

業家都是從佛法中獲得啟發，企業經營才獲

得了很大的成功。

例如非常富有的維摩詰居士就是印度古代企

業家的代表人物，中國當代也有很多企業

家是佛教徒。在國外，現代的日本經營之

聖稻盛和夫先生一生創建了兩家世界五百強

企業，他的經營理念就是來自於陽明心學和

佛法。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蘋果創始人喬布

斯，他的很多產品設計理念都來自於禪宗，

以及做鑽石生意很成功的美國人麥克•羅奇

格西，他是用《金剛經》的理念來經營企業，

還寫作了《當和尚遇到鑽石》等一系列暢銷

書。這些案例都說明了佛學與商學有著密切

的關係。

�� ⚕噺籮昒锢溭襜䳀䖦
智廣阿闍梨說：「一個企業的成敗，乃至於

這個企業的格局，其實也是取決於這個企業

家當初的動機。如果你的動機是爲了很多人

的利益，那麽你企業的格局就會不一樣，當

然你 終得到的成就就會不一樣。所以，如

果你只是以一個自私的心去經營企業，當然

你只能得到一個小利益而已。但是，你如果

真的能夠爲了大衆乃至爲了社會，爲了人類

的福利而去做一個企業，那麽你的眼光、你

的格局、你的角度不一樣， 後你得到的成

就一定是不一樣的。」

 

「菩提心，通俗地講，就是你要爲一切衆生

的幸福而去做事情。」企業家的心量如果能

夠大到爲一切衆生的幸福著想，就是菩提

心。能夠以這樣的心來做企業就會 終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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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阿闍梨詳細講解了稻盛和夫先生的案例。稻

盛和夫先生一生創建了京瓷和 KDDI 兩家世

界五百強企業。在創建 KDDI 時，他整整花

了半年的時間來思考爲什麽要做這家企業，

終的結論是「希望能夠降低日本人民的通

訊費用」。阿闍梨說，他以這樣的一個動機

來進入這個行業，所以在短短的時間，他的

這家企業就成爲世界 500 強企業。稻盛和夫

先生拯救日航，他的動機是「幫助日航所有

的員工不要讓他們失業」，所以，他獲得了

巨大的成功。稻盛和夫先生用實際行動詮釋

了他寫的「動機純善、私心了無」這八個字。

日本現代著名企業秋山木工非常崇尚稻盛和

夫先生的這八字理念，企業也是做得非常成

功。

 

阿闍梨還講解了中國古代王陽明先生成功的

案例。陽明先生被譽爲聖人，他之所以能夠

成爲聖賢，跟從小讀書時就立下「讀書志在

聖賢」的志向是分不開的。

這些案例無疑都說明具有一個純善、沒有私

心的動機是非常重要的。阿闍梨建議大家在

選擇一個新的專案，或者要創建一個新的企

業，或者是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可以先想

想爲什麽要做這件事情，想明白了再去做，

也許後面會更加順利。

�� ⚕噺籮昒긖蔣㎧㘷免锢氠疿䙎溸冝䢘
空性的智慧是什麽？阿闍梨說：「佛教認爲

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相，不是一般人認爲的

『一切都是實有存在的』。佛教認爲，我們

認爲實有存在的東西其實都是我們的幻覺。

現代的量子力學已經印證了這一觀點的正確

性。」接下來阿闍梨以旋火輪和如夢兩個比

喻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

 

很多人對於空性有很多誤解。阿闍梨說：「佛

教講的空性，不是什麽都沒有的意思，空性

就代表一切的事物都有無窮潛在可能性。所

以佛教認爲，雖然本質是空性的，但是現象

是千變萬化的。那麽，如果我們瞭解世界

的本質是空性的，我們恰恰會獲得更大的自

由，對這個世界會有更大的自主性，所以證

悟空性常常會讓我們獲得更大的自由，讓我

們更多地開發出事物的無窮潛在可能性。空

性不是一個消極的概念，空性不是虛無的，

空性不是什麽都沒有的。空性代表什麽呢？

我們每個人都有無窮的潛在可能性，每件事

物都有無窮的潛在可能性。」

如何理解佛教空性的智慧與企業經營的關

係？

我們在企業經營當中都會遇到一些困難，我

們面對困難的時候，怎麽來看待困難，這就

是企業經營與空性的關係。如果我們瞭解佛

教空性的智慧，我們就知道所有的困難其實

從本質上來說是不存在的。佛教認爲，所有

的事情，它的性質是什麽，取決於觀念，你

把它當成什麽，它就變成什麽。如果你把它

當成是一種困難，那麽它就會變成困難；如

果你去發現它背後的機會，它可能就會變成

一個新的機會。佛教裏講「煩惱就是菩提」，

那麽對於企業經營來說，有的時候危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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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困難其實就是機會。

 

阿闍梨建議大家有困難的時候，要去念《般

若心經》，想想空性的智慧。阿闍梨說《般

若心經》是開創生命無窮潛在可能性的一部

經典。

�� ⚕噺㕈噺䊬귱锢ꈯ䕱㎌卸岻⯵
佛教裏有句話叫做「佛氏門中，有願必成。

佛氏門中，有求必應」。這不是說你去寺院

裏燒三炷香，供養一個蘋果，就可以實現所

有的心願了。 「有求必應，有願必成」是

什麽？是通過佛陀教給你的智慧，洞明宇

宙人生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去做事情，你

終就可以實現心中的願望。爲什麽呢？你

要實現你的願望，這個願望就是一個結果，

你要瞭解達成這個願望真正的原因是什麽，

你按照這個原因去做， 終就能得到這個結

果。如果你不了解這個因果的規律，有的時

候，完全做反了，理想肯定是實現不了的。

所以瞭解因果規律很重要。

 

空性是無窮潛在可能性。無窮潛在可能性就

是什麽可能性都有，既有好的可能性，也有

不好的可能性。但是，你怎樣才能夠讓萬事

萬物朝好的可能性去發展，就是你要洞明、

瞭解因果的規律。你要知道，想要得到什麽

樣的結果，就要去種下什麽樣的因。這是非

常重要的。

 

企業要基業常青，要去種下什麽樣的因？我

們要賺更多的錢，要種下什麽樣的因？要有

更多的客戶，要種下什麽樣的因？這個都是

有對應關係的。我們只要種下這些對應的

因，未來就會收穫相應的果。

 

智廣阿闍梨建議大家學習明朝袁了凡先生的

《了凡四訓》，他一生的經歷是運用因果法

則改變命運非常有效的案例。

�� ⚕噺籮昒锢ꈯ䕱ⶥㄌ噺
阿闍梨說，一個人很成功，我們會講：「噢，

這個人福氣真好啊！」如果一個人事情做不

成功，我們會說， 「這個人沒福氣。」大

家都知道福氣好會成功，福氣不好會失敗。

但是福氣到底是什麽？福氣到底從哪里來？

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藥王孫思邈在《福壽論》中說道：「福者，

造善之積也。」福氣從哪里來？福氣就是

多做善事積累起來的。一個人爲什麽沒有

福氣？就是因爲他沒有行善，沒有做好的事

情。

 

中國古代趨吉避凶的經典《周易》裏有

一句話叫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秧」。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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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積累了很多很多的善，你就會有福氣，子

子孫孫就會興旺；「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你積累了很多不善，你家裏就會出現很多的

災殃。

 

中國古人認爲斷惡行善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

的概念，它其實是改變命運的基礎。所以我

們要命運好，要子孫發達，要企業發達，其

實 重要的是要斷惡行善。 《了凡四訓》

中所記載的雲谷禪師教袁了凡改變命運的方

法也就是斷惡行善與持誦准提呪。

要斷哪些惡、行哪些善呢？就是不殺生、不

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綺語、不惡口、

不兩舌、不貪、不瞋、不癡。這十種善業會

有十種對應的善果。相反，如果造作「殺

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語、惡口、兩

舌、貪、瞋、癡」這十種不善業，也會有十

種對應的惡果。接下來阿闍梨通過引用一些

真實的案例來說明前生後世的存在，因爲因

果是非常複雜的，需要建立在相信前生後世

的基礎上。

 

�� ꆼ氠⪮峒耈逼闌尴⚕噺籮昒溸ゼ꾴
大乘佛教 重要的一個動機菩提心，就

是要爲一切衆生的幸福而努力。有了這個偉

大的願望，還要通過行動去達成。

行動有六個部分，叫六波羅蜜。波羅蜜翻譯

成中文叫「到彼岸」，就是六種解決問題的

方法。這六種方法是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般若。這六種方法對每個人都有

用，可以應用於生活、工作、經營企業等方

面。

 

第一個方法是䉘偢。通過財布施、法布施、

無畏布施，可以獲得財富、智慧、健康、快

樂、長壽等。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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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方法是䭦䧱。做事情遵循合情、合

理、合法的原則，可以保護我們自己不受傷

害，這是人際關係、團隊和諧的祕訣。

第三個方法是䖵ꀶ。做企業，你碰到困難忍

不住，你就會倒下去了；你能夠安忍、堅

持，你就會渡過難關，走出低谷。

第四個方法是窢ꅽ。做企業要獲得成功，需

要遵循因果法則作方向正確的努力。

第五個方法是琹㴼。阿闍梨說，禪定可以從

兩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禪定就是專一的意思。佛教裏有句話

叫「制心一處，無事不辦」，你如果專注做

一件事情，你一定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所

以這也就是我們現代人所提倡的「匠人精

神」。幾十年如一日，如果只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你就可以做得比別人好，就會成爲

這個領域的專家。日本爲什麽「匠人精神」

這麽強大，因爲日本很多的小企業都是幾代

人只做一件事情，幾百年這一個店只做一件

事情。所以，在這個領域裏他們就做得

好，他們就有市場。

 

第二，禪定就是通過禪修開智慧。爲什麽

呢？因爲佛教認爲「定能生慧」，智慧從禪

定裏來。如果你每天心浮氣躁，那麽你的智

慧肯定不會高；如果你的心一直很定、很清

淨，你就可以有很高的智慧。王陽明是中國

古代 傑出的聖人之一，他年輕的時候靜坐

功夫非常厲害，在很長時間裏他一直在修煉

靜坐。儒家也非常強調靜坐，提倡「半日讀

書，半日靜坐」，所以出了很多的聖賢。靜

坐很重要。

 

阿闍梨說，禪修具有很多好處，可以治療心

理疾病、減輕壓力等等。目前世界上很多企

業都在推行禪修，比如谷歌、微軟等等。有

些企業裏還出現了一個新的職位叫做「企業

靈修官」，就是專門負責大家禪修的。禪修

還可以開發智慧、提高工作效率。

第六個方法是薮蝄，就是空性的智慧。阿闍

梨建議大家先讀《般若心經》。阿闍梨說，

《般若心經》雖然很短，只有二百六十個字，

但是非常深奧，也很有效。尤其是面對煩惱

的時候，讀一讀，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

虛」。玄奘大師去西天取經，一路上就是靠

《般若心經》來克服困難的。

ꮣ唛⥝䱅ր⾕宮气鬙岻ց
後，智廣阿闍梨爲大家慈悲傳授了「和氣

生財法」，其實就是來自佛陀清淨傳承的「慈

心禪」。阿闍梨說，修這個禪修會發財。爲

什麽呢？因爲中國古人有句話叫「和氣生

財」。怎樣才能和氣？心情不好能和氣嗎？

慈心禪可以培養你的慈悲心，可以讓你心情

好，可以讓你變得和氣。如果企業所有人都

修這個禪修，那麽所有人都會開心，就會和

氣生財。

阿闍梨說，除了生財之外，禪修還有幾個作

用，比如可以對睡眠有幫助，讓你睡得好，

醒得好，不做噩夢。禪修也可以改善人際關

係，如果你家庭關係不和諧、企業裏面有矛

盾、你跟別人有矛盾，你就多修這個禪修，

不和諧就會消除掉。禪修還可以讓身體更健

康。很多病是因爲心情不好引起的，如果

你心情好了，你的身體也就好了。而且這個

禪修可以開發出你的愛心，我們如何讓自己

的內心充滿著愛，其實是要訓練的。如果一

個人沒有愛，就會很痛苦；如果我們充滿了

愛，我們的家庭充滿了愛，我們的企業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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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锢臞

了愛，那我們一定會和諧，一定會快樂；這

個世界如果充滿了愛，世界就和平了。

 

「我們做生意，一定要早上起來做這個禪

修。因爲你心情好了，你服務態度好了，客

戶就高興了，你生意就好了，這是一個很簡

單的原理。」

 

智廣阿闍梨接下來引導大家實踐了「和氣生

財法」慈心禪。現場的很多聽衆都體驗

到了禪修所帶來的寧靜祥和、溫馨愉悅。阿

闍梨說這種禪修方法沒有任何副作用，建議

大家經常修一修，一定會體驗到禪修神奇的

力量。

 

阿闍梨 後總結說，下午的演講內容是佛學

與商學裏面顯宗的部分。我們在顯宗修行的

同時一定要結合密宗的方法，才可以事半功

倍，加速達成我們的心願，乃至於開悟成

佛。 （當天晚上智廣阿闍梨爲有緣衆生講

解了佛學與商學的密法部分，並傳授了許多

殊勝的密法，大家都法喜充滿。）

接下來，跟隨智廣阿闍梨澳洲弘法行的企業

家雲南佳園集團總經理楊驍民先生分享

了應用佛法經營企業的成功經驗，令在場的

聽衆通過實例瞭解到阿闍梨所帶來的智慧是

實用的，進一步增強了實踐阿闍梨所講的這

些理念的信心和動力。

後，智廣阿闍梨慈悲贈送了現場每人一個

加持力巨大的解脫錦囊，對其中的寶篋印陀

羅尼塔、解脫銘牌等的殊勝功德作了講解，

並祝願大家吉祥如意、幸福快樂。相信與會

嘉賓在智慧甘露的滋潤下，生命一定會更加

吉祥、光明與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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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楊金梅 胡玉英

┞▘锢臞

2017 年 11 月 22 日—30 日， 智廣阿闍梨

2017—2018 環球弘法之旅圓滿了澳洲站的

行程。九天的時間中，爲當地有緣衆生集中

傳授了許多唐密殊勝的教法，並開示了佛法

系統修學的原則及次第大綱。

 

此次是阿闍梨首次在海外集中弘傳諸多唐密

教法，也是阿闍梨重興唐密的又一次實踐和

見證，具有標誌性的歷史意義。

唐密回傳，是中國佛教界百年來的一個夢

想。日本種智院大學校長村主康瑞說：「唐

密是我們人類哲學的一個頂峰。」智廣阿闍

梨在十多年中一直爲唐密重興、回傳華人世

界付出了很多艱辛的努力。自 2004 年起，

智廣阿闍梨就東渡扶桑，先後拜訪了日本真

言宗、天台宗等不同宗派的諸多高僧大德，

並依止學法。直至 2017 年，阿闍梨在諸多

宗派都獲得了認可和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今

Ӛ�慌崍䒾岁植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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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阿闍梨於日本天台宗總本山比叡

山延曆寺接受日本天台密教 高級別的傳法

灌頂，被授予三部都法大阿闍梨職位，這也

是日本天台宗有史以來首次爲華人授予此天

台密教 高級別的職位。

阿闍梨說：「我爲什麽要去日本學習？就是

希望把我們中國傳到日本的這些佛法，特別

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精髓唐密，再傳回到

中國，利益中國乃至世界的人民。」

此次阿闍梨把歷盡千辛萬苦從日本學到的唐

密教法毫不吝嗇系統地傳給了澳洲這片幸福

國度的信衆，這是阿闍梨的慈悲，也是澳洲

華人的善根福德因緣所致。阿闍梨希望這裏

的人們由此開啟更加幸福圓滿的人生之旅。

 

此次所傳的法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摩尼寶珠，

有「又開大智慧、又積大福報的虛空藏修

法」，有「加持 快、遣除違緣、保護財產、

增上福報的摩利支天修法」，有「被譽改命

大法的准提觀音修法」，有「戰神、廚神、

財神、護法神四合一的大黑天修法」，還有

「來自唐代的往生竅訣『十念法』『五念門』

的修法」，等等。阿闍梨說：這些法如果能

發大心、發菩提心去修會更好，會得到不可

思議的加持，獲得世出世間的成就。

俩┞俩䷧㹹㸅榓劔䌣꾪
���較疿趴勔㸦岻琀䢘㏤恦
虛空藏修法在真言密教裏是非常祕密的修

法。此次智廣阿闍梨傳授的虛空藏法是來自

日本京都醍醐寺的傳承。

《佛說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 勝心陀羅尼求

聞持法》云：「此陀羅尼。是過去現在一

切諸佛之所同說。若能常誦此陀羅尼者。

從無始來五無間等一切罪障悉皆消滅。常得

一切諸佛菩薩共所護念。乃至未成佛來。所

生之處。虛空藏菩薩恆隨守護。令諸有情常

所樂見。諸有善願無不滿足。一切苦患皆悉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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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常生人天不墮惡趣。生生之處常憶宿

命。」

智廣阿闍梨爲大家開示了虛空藏本尊法的功

德：「虛空藏本尊法有兩大不共的功德：第

一，開智慧和增強記憶力；第二，增長福

報。日本真言宗開祖弘法大師 19 歲時就是

修持虛空藏本尊法而獲得成就的。後來他前

往大唐，學習真言密教和各類文化，傳回日

本利益了千秋萬代的日本人民，這全都跟他

修持虛空藏法開大智慧、積大福報有關係。」

虛空藏的修法全稱爲「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

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此修法不僅可以開智

慧、增長福報，還能諸願成就， 終成佛。

���䷧⯈佻㝙⟶岻阨⥡玘㊮
摩利支天是唐密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本尊，

而且無論藏傳佛教還是漢傳佛教都非常重

視。摩利支天也被視爲觀音菩薩的化身。

 

摩利支天可以護持修行，消除障礙，增長福

報，滅一切的重罪，還可以令我們即生成

佛。連弘揚淨土宗的印光大師都非常讚歎摩

利支天，可見其功德之大。

摩利支天除了上述共同的功德之外，還有一

些特殊的功德：

第一，可以隱身。

 

第二，保護生命安全。出行多念摩利支天，

就會順利安全。

 

第三，保護財產安全。摩利支天具有強大的

討債功能，別人欠債不還，你如果多念摩利

支天，他就會主動還你。

摩利支天加持速度 快。這兩年智廣阿闍梨

組織了很多共修，其中感應 爲迅速、感應

案例 多的就是摩利支天修法。智廣阿闍梨

慈悲爲大家傳授了摩利支天修法，並要求每

人念摩利支天心咒 10 萬遍以上。

 

Ӛ�䷑ⵄ佅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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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源自於印度，在華人地區、漢地非常

受推崇，可以說跟我們華人有非常深的緣

分。當代社會非常暢銷的勵志書籍《了凡四

訓》的主人公明代的袁了凡先生之所以

能夠改命，除了改過行善之外， 重要的就

是在雲谷禪師面前得到准提法的傳承以後虔

心修持， 後快速地改變了命運。

 

佛法裏非常講究清淨傳承的加持力。智廣阿

闍梨用發電廠和燈泡的比喻淺顯易懂地講解

了傳承的重要性。智廣阿闍梨擁有漢傳佛

教、藏傳佛教、日本真言密教及天台密教諸

多准提法的傳承。此次傳授的准提法來自於

日本真言密教醍醐寺的傳承。

觀音菩薩有千百億的化身，跟我們人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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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就是准提觀音。准提法具有殊勝的功

德，准提法可以滅一切重罪，成就一切善

法，不論在家出家修行皆可成就，世出世法

無不稱遂。可以即身成佛。准提呪是一切真

言的總集，持誦一遍准提呪，相當於持誦了

所有的陀羅尼。准提法可以說是涵蓋所有陀

羅尼的功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修法。

 

阿闍梨詳細講解了准提陀羅尼的功德，大家

聽得歡喜踴躍，對准提法生起了很大的信

心。 後，阿闍梨觀待因緣爲大家傳授了具

體的准提修法。

 

���㝕묶㝙勔㸦岻㎃玘⻉┞
大黑天在佛教裏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本尊和護

法神。阿闍梨說：「大黑天不僅僅在唐密中

有重要的地位，同時在藏密中也有重要的地

位。大黑天既是廚神，又是財神，還是戰

神。大黑天非常護持弘揚佛法的人，要建立

道場，要弘法利生，大黑天是非常強有力的

一位護法神。」

阿闍梨接下來強調了財神的含義。阿闍梨

說：「我們很多人不知道，以爲每天念大黑

天求財神，就可以發財了，其實這是你不懂

得真正的財神法。財神法真正的含義其實是

要我們有一顆富足之心。」

 

什麽樣的人大黑天會給你錢？第一個，你真

正有困難；第二個，你是爲了衆生，爲了弘

法利生的事業，你是爲了行持菩薩道，那麽

大黑天一定會幫助你獲得財富。

 

智廣阿闍梨跟大黑天有著很深的緣分，曾在

很多高僧大德面前得到過大黑天各種修法的

傳承。而且阿闍梨在修持大黑天修法中，有

諸多感應，曾在夢境中親見大黑天本尊，並

且得到大黑天傳授的很多殊勝竅訣，親身驗

證了大黑天不可思議的殊勝加持力。

後，阿闍梨在作了諸多的殊勝開示之後，

慈悲地向澳洲有緣信衆傳授了大黑天修法。

���◩䗼ꪎⶥ䗼岻䔯气皂陘
阿闍梨說：「『五念門』是來自於中國唐代

的清淨傳承，中國已經失傳了，日本比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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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則有一千二百年的傳承，到目前爲止還

保留得非常好。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淨土宗

修法，包含了淨土五經一論的精華，信願具

足，必定會往生。」

 

阿闍梨還爲大家傳授了天台宗的念佛法門

「十念法」，即「每天一分鐘解脫法」。阿

闍梨說：「這個修法雖然簡單，但是完全符

合淨土五經一論中所有的精髓。只要每天堅

持修持，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㹹㸅榓㠁✇╢䧯┞╢꽃ꠠ
阿闍梨慈悲傳授諸多唐密的本尊修法之後，

大部分道友特別歡喜，但也有個別道友產生

了困惑，請教阿闍梨，爲什麽要學這麽多修

法，該怎麽修呢？

阿闍梨開示說：「我們爲什麽要學很多法門？

有兩個理由：

第一， 『煩惱無盡誓願斷。』我們的煩惱

病很多，很多病就需要很多藥去治療，因爲

絕對不可能一味藥就可以治好一切病。這是

第一個理由。

 

第二， 『衆生無邊誓願度。』衆生的根器

各種各樣，沒有一種法門可以適合一切的衆

生，所以我們需要學很多的法門，才能夠幫

助更多的衆生。」

智廣阿闍梨說， 「佛陀傳授八萬四千法門

就是希望所有衆生都能夠破迷開悟、離苦得

樂。這次爲什麽要傳這麽多法門，其實也是

希望能夠更多地來幫到大家。我們這次得了

一個傳承，也許現在用不上，但是也許你明

天就會用得上，後天就會用得上。當你有這

個問題的時候，就需要用這個法門去解決。

佛陀傳的所有法門都一定是有用的，佛陀絕

對不會講一句空話，絕對不會傳一個沒有用

的法。佛陀是身無過失、語無過失、意無過

失，佛陀是不會有任何過失的。所以，佛陀

傳的所有的法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這麽多年來，智廣阿闍梨一直努力促進佛教

各宗派的互相交流與團結，並致力於佛教

各傳承教法的恢復和振興。阿闍梨雖然接

受了諸多傳承和教法，但並無門戶之見，而

是主張在當今時代，佛弟子應當秉承佛陀的

宗旨，平等尊重各個具有清淨傳承的佛法宗

派。

阿闍梨說：「學習佛法，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雖然我們有種

種的流派，但是它的根源都是來自於釋迦牟

尼佛。大家不要有門戶之見，千萬不要認爲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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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什麽派、你是什麽派，大家搞得水火不

相容，這是很不好的。 《弟子規》說：『兄

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什麽是

我們對佛陀的孝？就是我們所有的佛弟子都

要團結一致，這就是佛 開心的。如果我們

佛弟子都是四分五裂、互相吵架，那麽佛肯

定不開心。只要是清淨的佛法，我們都應該

發願去修行、去傳承、去發揚光大。因爲任

何一種佛法都可以利益衆生，每一個法都可

以幫助某一類的衆生，就像每一種藥都可以

治療某一種疾病，這就是我們爲什麽要『法

門無量誓願學』的原因。」

那麽，如何運用這些佛法達到破迷開悟、離

苦得樂呢？智廣阿闍梨又慈悲爲大家講解了

成佛的路綫圖。

熏ꃟꪛ䜗յ곑蝆䕒垟溸㎃⠥婢뎄
智廣阿闍梨爲大家講解了《大般涅槃經》裏

成佛的四個步驟：

第一，依止善友，即依止善知識；第二，聽

聞佛法；第三，如理思維；第四，如法修行。

總的來說，就是依止善知識進行聞思修，

終就會破迷開悟、離苦得樂。

 

阿闍梨花了很多時間對上述內容作了詳細的

講解，就是讓大家瞭解，佛法是一個完整的

整體，不能斷章取義，必須要很完整地來修

行；而且佛法是真理，是可以普遍複製的，

只要如理如法地學修，人人都可以成佛。

 

篚靤
智廣阿闍梨在所有傳法圓滿之後， 後按照

唐密傳法的傳統方式，給每個人發了修法折

紙及皈依證，並贈送了在場聽衆殊勝的加持

品。大家都沐浴在阿闍梨的慈悲及珍貴的法

乳中，久久不願離去……

 

2015 年智廣阿闍梨首次來澳洲弘法後，短

短兩年時間大家都進步很快，令阿闍梨備感

欣慰。這次弘法圓滿之際，又有 30 多人加

入澳洲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理事會，爲自利利

他而努力。

 

阿闍梨此次澳洲弘法之旅系列唐密弘傳，原

計劃爲 40 人的小範圍傳法，但從第一天開

始就座無虛席， 後所有通道都坐滿了，達

到 80 多人。阿闍梨引經據典的精彩講解，

令大家都聽得法喜充滿，對於唐密本尊的修

法及成佛的路綫圖有了非常清晰的瞭解，在

明理的基礎上增上了修學佛法乃至於追隨阿

闍梨重興唐密的信心。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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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應智廣阿闍梨的至誠祈請，日本高野山金剛峯寺

前執行長，前任高野山真言宗宗務總長，高野山真言宗 508 世法

印，真言宗高野山無量光院前任住持土生川正道大僧正，不遠萬

里來到新加坡，於 4 日晚在普明寺爲來自中國、新加坡的有緣弟

子傳授唐密本尊孔雀明王的修法。

在智廣阿闍梨回傳唐密、再興於華人世界的行願事業中，不僅僅

是智廣阿闍梨個人東渡扶桑求法並傳承於全世界的有緣弟子，而

且還迎請日本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高僧前來華人世界弘傳唐密。

2013 年和 2016 年，迎請了真言宗醍醐寺派第十一代管長仲田順

和大僧正猊下分別在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傳授純正的唐密准提觀音

修法及灌頂，此次又迎請到真言宗高野山派 508 世法印土生川正

道大僧正來到新加坡傳授唐密殊勝法要孔雀明王修法，這些

都令人欣喜地看到漢傳佛教的至尊瑰寶唐密，終於一步步重

歸華人世界的喜人景象，唐密回傳這一漢傳佛教界的百年夢想正

在實現。

 

媗⳨㎌索
真言密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在唐代時達致鼎盛，是漢傳佛教乃至

整個漢文化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後在歷史上幾經浩劫而於中華大

地日漸衰微。而由史稱「入唐八家」的日本歷代祖師傳回日本的

真言密教，在一千多年中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傳承和弘揚。正如

智廣阿闍梨所說的，真言密教這一中華文化的瑰寶，是我們中華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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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寄存在日本的。可以說，真言密教與我

們華人有著甚深的淵源。

土生川正道大僧正與我們華人也有著不可思

議的緣分。大僧正曾說，他以前夢到弘法大

師空海跟他講，要把密法傳給華人。因此，

大僧正對於唐密回傳事業一直都非常支持，

這些年對智廣阿闍梨進行了數十次一對一的

單獨傳法與教授，而且還接受聘請擔任一乘

顯密佛教中心的導師。此次土生川正道大僧

正不顧高齡，不遠萬里，攜同家人一起來到

新加坡傳法，如此恩德也是大家累世的福德

因緣彙聚。

久遠的相遇往往都是以真誠的表達開始，土

生川正道大僧正見到大家的第一句話就是富

有感情的中文「我愛你」，令到會大衆心中

備感溫暖。大僧正說：「我們的真言教法是

弘法大師從中國得來的，作爲弘法大師的弟

子，我們沒有忘記過這份恩德，希望能夠爲

回報這份恩情盡一份力。」

㏸气䈢婞ꇔ㝕⦺婞曆㝕⥝岻
爲了舉辦此次法會，早在幾個月前，智廣阿

闍梨和衆弟子就做了精心準備。令土生川正

道大僧正非常欣喜的是，在異國他鄉竟然能

夠看到如此如法的整套真言密教壇城。

法會上，由來自日本京都一乘別院和新加坡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的三位主持人分別用華

語、日語和英語爲大家做現場主持。首先，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導師智廣阿闍梨作了致

辭。接下來，土生川正道大僧正爲大家作了

大孔雀明王法的傳授和開示。

這個法其實是非常祕密的，土生川正道大僧

正一生當中只傳過兩次此教法。此次傳法也

歷經了很多波折，由於智廣阿闍梨的至誠祈

請以及土生川正道大僧正爲報中國之恩，

後排除萬難，相信也是歷代傳承祖師的冥冥

護佑，才使得本次法會圓滿舉辦，這也令弟

子們生起了殷重珍惜和感恩之心。

在法會上，土生川正道長老還作了關於《心

之旅程空海大師的密教哲學》的開示，

講到了空海大師到中國求法的因緣，以及對

惠果阿闍梨的感恩，並且也開示了惠果阿闍

梨所傳授的曼陀羅的意義。講到關鍵之處，

長老很激動，還親自在白板上一邊用漢文寫

板書，一邊講解，令現場聽衆對長老的漢文

功底讚歎不已之時，內心也充滿了感動。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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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 後，智廣阿闍梨和新加坡一乘顯密佛

教中心會長郭思銳向土生川正道大僧正贈送

了禮物。

 

㏸气䈢婞ꇔ㝕⦺婞曆冝䏻ꮣ唛⥝岻
智廣阿闍梨自 2012 年 9 月去高野山無量光

院拜見土生川正道長老，至今已有 5 年多的

時間。在這 5 年當中，阿闍梨在大僧正座下

學修了很多密法。尤其是高野山中院流 爲

重要的系列法要《中院三十三尊》，土生川

正道大僧正不辭辛苦，已經持續爲智廣阿闍

梨傳授了大部分，這次在新加坡，終於圓滿

完成了三十三尊法要的全部傳授。

在爲大衆傳授了孔雀明王略修法之後，12

月 5 日，土生川正道大僧正又專門爲智廣阿

闍梨詳細地傳授了《大藏經》的大孔雀明

王法釋迦牟尼佛所傳授的《佛說大孔雀

明王畫壇城儀軌》的完整修法，以及真言宗

更爲深密的大孔雀明王修法。令智廣阿闍梨

敬仰讚歎的是，大僧正此次是用漢文版本的

《大藏經》直接爲智廣阿闍梨進行講解，足

見大僧正深厚的漢文學養和高深的佛學智

慧。

冝䏻ꮣ唛ꪛ獏
受土生川正道大僧正的囑託和要求，2017

年 12 月 6 日晚上，智廣阿闍梨爲大家開示

了孔雀明王法的傳承來歷和功德。阿闍梨

說，學習一種法，一定要瞭解它的傳承來

源。這個時代邪師說法如恆河沙，歪門邪道

非常多，我們到底跟隨什麽樣的法門修行才

是可靠的？首先我們要瞭解這位上師、阿闍

梨、法師，他的傳承來源。如果他所講的法

是沒有根據、自己發明的，而且他也沒有老

師，那我們就要打個問號。

我們選擇一個法門，選擇一位善知識，首先

要考察他的傳承。他的法是從哪里來的？是

不是從法身佛摩訶毘盧遮那如來或者釋迦牟

尼佛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就像真言密教，是

從真言八祖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所有清淨

傳承的真言密教都是有來歷的，而且都有經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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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根據。

據《孔雀明王經》所載，在佛陀的時代，有

一位比丘遭到毒蛇所螫，即將死亡。阿難尊

者向世尊稟告並請求如何才能解救，於是佛

陀傳了大孔雀明王法，此法即有消毒之功

效， 後這位比丘因此得救。我們現在是飲

苦食毒的時代，非常適合修這個法。

智廣阿闍梨詳細講解了大孔雀明王法的功

德。大孔雀明王是引導五濁惡世的人們走上

正確道路的本尊之一，修此法可以迅速消

除病痛、消災延壽、鎮護國家。孔雀明王也

是佛教的守護神之一，修此法能得到敬愛、

增益、降伏，能強有力地消除災難、消除痛

苦，給人們帶來福德，亦能降雨、止雨，除

諸毒、除恐怖和悲傷，還能美容。孔雀明王

法專治疑難雜症，消除各種巫術之傷害，等

等，功德非常殊勝。智廣阿闍梨的精彩開

示，令衆弟子生起無比信心。

後，智廣阿闍梨帶領大衆共修了大孔雀明

王法的簡略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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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淡島是印尼北部的一個小島，素來享有「小巴厘島」之稱。在這座

美麗的海島上，新加坡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曾於 2016 年 10 月成功舉辦

了「第二屆快樂禪天台止觀禪修營」。2017 年 12 月 7 日，一乘顯密佛

教中心的指導上師智廣阿闍梨受新加坡和印尼衆佛子的邀請，再次來

到這座美麗的海島，爲大家傳授了快樂禪，並進行了主題爲「佛法•

事業•人生」的公開講座。

 

此次印尼弘法之行是從海上大放生開始的。12 月 7 日 10：00，智廣阿

闍梨帶領一乘佛子們來到海邊，進行了一場慈悲救衆生的海上放生。

這次放生的魚是在當地一個大型漁場購買的，大約買了一噸的魚，然

後直接通過小船把它們拉到海邊聽經，同時漁場那邊也放了音箱，這

樣等於全漁場的魚（據說有 300 多噸）都聽到了誦經聲，從而種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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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的種子。

12 月 7 日下午至 12 月 10 日上午，是快樂

禪天台止觀禪修的教授，此次禪修營共安排

了快樂禪一階和快樂禪二階兩個階段的學

習。此次啟用了智廣阿闍梨事前錄製的教學

短片，並且在智廣阿闍梨的現場開示與實修

引導講解後，更有裘老師進一步展開相關部

分的輔導，反復地闡明教理，並帶領大家實

修，更快地使學員們明瞭禪修的核心內容，

掌握實際的修持方法。

冝䏻ꮣ唛ꪛ獏
快樂禪的原理來自於《妙法蓮華經》。 《妙

法蓮華經》裏面有一句話：「善修其心，能

住安樂。」你只要能夠往內去修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心修好了，你就快樂了，這就是我

們所有快樂的根源。

來自部分學員的分享充分展現了這次禪修營

的成果，阿闍梨給到的「快樂禪」這副內心

的良藥，深深地安撫、滋養和改變、溫暖了

學員們的內心。

禪修營雖然落下了帷幕，但禪修營散發的快

樂還在延續。生活中牢記貫徹「放鬆、專

注、覺知」這六字竅訣，讓初學禪修的我時

時沐浴在愉悅的氛圍中。   

快樂禪禪修營名副其實，真的是無比快樂，

輕鬆自在，對此我深有所感。過去吃不夠的

糕點美食，對我深具吸引力，現在美點卻失

去了魅力！因老師一再提醒要注意調食，只

能吃七分飽，讓我管住了口，不敢嘴饞，從

而也才能真實地體會，不饑不飽是極爲舒服

的，禪修時也更能進入狀態。禪修營期間儘

管睡眠不是十分充足，卻無需依賴咖啡來提

神，相信是禪修帶來的能量。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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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禪修學習，我真切體驗了禪修美妙的

功效。與前兩次不同，這次學習過程輕鬆無

壓力，這主要歸功於上課形式的多樣化。尤

其裘老師簡要複述並回答同修們提問的環

節，讓我們對課程內容有更快更好的領悟，

同時及時的交流也讓課堂的氣氛更加活躍。

錦慧

這一次和先生孩子一起來參加 Batam「快樂

禪」禪修營，很開心一家人一起學習。通過

這一次學習，先生也更加瞭解了佛法，並開

心了很多，現在有時間我們一家人就會一起

做慈心禪。                    麗媚

放鬆、專注、覺知，是這次快樂禪學到的珍

貴要訣，終身受用。在我們生活當中做任何

事情若能用上它，那麽都會變得比較容易處

理，事半功倍，就能獲得內心的寧靜和快

樂，改善生活的品質。這次 Batam 禪修營

非常值得參加，「住好、吃好、學習好」。 

廣利

這次「快樂禪」禪修營很輕鬆，上課後，有

覺知地吃，吃了再上課，然後再重複……真

的是快樂無憂。

禪修的過程當中，我在調時差，同時也在生

病，但我自己很驚訝我還可以適應；而且很

奇怪，在第二天，我的病就好了。

每做一座禪修，身體都有感覺，但上師都叫

我們不作評判，有覺知就好。禪修讓我的思

維更清晰，心境更平靜。        孳翎

12 月 10 日下午 14：00， 智廣阿闍梨在

VISTA 酒店作了主題爲「佛法•事業•人生」

的公開講座，並面向全球作了同步直播。在

講座前，阿闍梨爲大家傳授了摩利支天修

法，並帶領大家進行了共修。

 

2016 年，智廣阿闍梨第一次在印尼的公開

講座主題是「在家居士的修行之道」，繼續

上次的話題，這次智廣阿闍梨爲大家進一步

開示了「佛法如何與我們的事業和人生結合

起來，從而幫助我們的事業和人生更好」的

內容。

 

阿闍梨開示：「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快樂，不

希望得到痛苦，但是我們的人生卻充滿了種

種的痛苦。我們所有的快樂跟痛苦，成功或

者失敗，都是因爲過去的善業和惡業決定

的。」

ꊙ묋䘤埞䩜茤㝊巆ꯙꇄ溸䞔㎌⽑
阿闍梨說：「念摩利支天真言，包括念誦皈

依，念誦藥師七佛的名號，都是非常強有力

地消除過去業障的方法，特別是念誦藥師佛

的名號，可以淨除一切的罪障。

藥師七佛，一共有四十四個發願，這些發願

涵蓋非常廣泛，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方方面面

的痛苦。我們的家庭、人生、事業、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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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等等所有的痛苦，藥師七佛都發願幫助

我們消除。」

隨後，阿闍梨詳細爲大家宣講了藥師法門對

我們的人生、事業、修行，乃至於對整個社

會的興旺發達、世界和平的幫助。阿闍梨還

爲大家舉了很多的案例和公案來佐證佛陀所

言絕非虛妄。

講座結束，慈悲的智廣阿闍梨爲現場所有參

會者贈送了禮物解脫手環和光明沙。阿

闍梨叮囑大家一定要好好修行，多念「藥師

瑠璃光如來」，多放生，並祝願所有道友們

都能夠離苦得樂，一切都能夠平安吉祥。

後，在新加坡著名的影視歌多棲明星沈煒

竣師兄的領唱下，大家共同唱響了由智廣阿

闍梨填詞的《南無藥師瑠璃光如來》，輕快

歡喜的唱頌爲智廣阿闍梨的全球弘法行印尼

站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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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香港，溫暖，風和日麗。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新加坡、澳洲、中國香港）終身名譽會長、

導師，中華一乘顯密文化交流協會（中國臺灣）終身榮譽會長、

導師智廣阿闍梨環球弘法之旅香港站如約而至。本次弘法行從日

本起程，然後從西班牙到法國，從維也納到瑞典，再從澳大利亞

到新加坡、印尼，在 2017 年 12 月 16 日來到港島，以《當佛學

遇到商學》主題演講、智廣阿闍梨新書簽售會、快樂禪一階二

階、快樂禪師資學修營等一系列精彩活動呈現了豐盛的醍醐盛

宴。

 

16 日上午，智廣阿闍梨爲香港的企業家和衆多精英作了《當佛學

遇到商學》的主題演講，主要從佛法的禪修和空性的智慧兩方面

談到治心對治企的積極影響，並帶領大家進行了「和氣生財」
慈心禪的實修。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以「上契諸佛之理，下契衆生之機」爲弘法利

生的原則，長期以來，智廣阿闍梨一直致力於將傳承久遠的佛教

智慧與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有機結合來利益當時當地的衆生。

《當佛學遇到商學》就是佛教善巧方便智慧的一種慈悲體現。

此次在香港演講的課題雖然與剛剛結束的澳洲行中的演講課題一

樣，但是智廣阿闍梨觀待香港當地聽衆的因緣，開示了很多不同

┞▘锢臞

Ӛ�շ殹⡱㷸麁ⵌ㉁㷸ո⚺겗怵闍

���



於澳洲演講的精彩內容，隨行的義工主持

人感歎地說，如果你把阿闍梨以前的演講和

此次香港的對比，你會震撼於阿闍梨圓融無

礙的方便智慧。同樣的主題，阿闍梨總是會

順應當時當地衆生開示 適合的教法。阿闍

梨的廣聞博學和究竟圓滿的智慧就像大海一

樣，爲了利益一切衆生而善巧方便地化作汩

汩清泉不斷流淌。

 

演講中，阿闍梨以「佛是快樂無憂的人」和

「佛法是獲得快樂無憂的方法」開始，闡述

了佛法爲什麽可以在很多方面幫到我們。阿

闍梨說，企業經營很重要的就是凝聚力和執

行力，其實所有的問題都是我們心的問題，

心的問題解決了，所有的問題都會解決，而

佛法恰恰是治心之法，而且對整個團隊的人

員素質和協作精神都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

所以說佛學對商學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

阿闍梨重點開示了佛法禪修和空性智慧在企

業經營中的重要作用，禪修讓我們心靈安

寧，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快樂，可以讓企業

和諧。日本很多企業都非常注重精神上的提

升，松下幸之助每年都要帶公司高管和新進

員工去禪宗的寺院裏坐禪，所以日本很多禪

宗的寺院裏都有針對企業家的坐禪專案。尤

其是壓力越來越大的現代都市人更需要內心

的調節，現在包括谷歌等很多世界五百強企

業也有了每天帶大家禪修的首席靈修官。

空性的智慧讓我們看到萬事萬物的無窮潛在

可能性，看到我們人生的無窮潛在可能性，

看到我們企業的無窮潛在可能性，可以拓寬

我們的思路，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阿闍梨說，佛法的空性智慧可以極大地幫助

到企業家。 「空」指的是所有的事物都沒

有自性，它有無窮的潛在可能性，一個人只

有明白了空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比如

創新，如果你不知道任何的事物都有無窮潛

在可能性，你怎麽會有創新、創意呢？比如

危機，用空性的角度去看危機，就能看到危

險背後隱藏著機會，你就可以轉危爲安。

阿闍梨建議大家多讀讀代表佛教空性智慧精

髓的經典著作《般若心經》。

 

後阿闍梨帶領大家實修了一座「和氣生財」

禪修法慈心禪。阿闍梨說，修行慈心可

以提升福報，當你的愛心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的福氣就越來越大，而福氣對一個人商業

是否做得成功起關鍵作用。所以阿闍梨建議

大家，開張之前，先修一座慈心禪；上班之

前，先修一座慈心禪；談生意之前，先修一

座慈心禪，就會有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16 日下午，智廣阿闍梨新書簽售會，阿闍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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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首先對《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祕訣》作了

精要講解，告訴人們如何獲得幸福人生的規

律。之後爲《傳家寶典》 《醍醐一滴》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 《轉危

爲安》等阿闍梨撰著的書籍作了簽售活動。

《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祕訣》是阿闍梨早年

的一本暢銷書，讓很多人受益，源自 2500

年前佛陀講的《吉祥經》，是講述我們得到

幸福圓滿人生的三十八種行爲，是得到吉祥

如意的竅訣。

主持人夏衛娟作爲這本書的受益者特別感慨，

說這本書在她的孩子國外留學的歷程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爲孩子正知正念的保護

傘，護佑孩子不負親恩，圓滿學業，一路健康

成長，一番話令聽衆中的媽媽們躍躍欲求，而

且令聽衆大感興趣的是這本書祈禱打卦的殊勝

功能，當你面臨人生的困難或抉擇的時候，這

本書還能爲你提供正確的方向。

那麽如何學習這本書呢？阿闍梨結合王陽明

先生「知行合一」的原則，提倡要「學一

句，懂一句，做一句」，就像你知道喝水能

解渴，但是你就是不去喝，那你永遠不會解

渴。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阿闍梨認

爲空談不但誤國，還誤了你的人生，所以一

定要去做。

在講到什麽是真正的快樂時，阿闍梨引用了

《吉祥經》中 後的四句話：「八風不動心，

無憂無污染，寧靜無煩惱，是爲 吉祥。」

「 吉祥」其實就是我們內心的寧靜和快樂。

 

《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祕訣》首次出版是

在 2011 年，甫一發行即受到衆多讀者的歡

迎。2017 年經臺灣橡樹林出版社以繁體版

出版，簡體版也將於 2018 年春節在中國大

陸再版。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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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簽售的還有智廣阿闍梨按照印光大師爲

主推薦的十部儒釋道傳統經典而編排的《傳

家寶典》，在此書的前言中，智廣阿闍梨論

述了現代人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點和

方法。 《傳家寶典》正式出版以來，已經

成爲很多國學課堂的讀經課本和教學素材。

《醍醐一滴ռ法華經〉十二句締造幸福

圓滿人生》是智廣阿闍梨對《妙法蓮華經》

中與我們幸福人生息息相關的十二句教言的

講解，通過阿闍梨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開

示，讓人們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修行、如何

獲得幸福圓滿的人生。後面部分，智廣阿闍

梨講的幾則古今感應故事，會讓人們通過這

些真實案例，生起對《妙法蓮華經》的信心。

此書爲中日雙語版本，由日本同朋舍新社出

版，是 1200 年以來第一本非日本人所著之

書出現在日本天台宗總本山比叡山延曆寺會

館的書架上。

《轉危爲安企業家如何面對困境》是智

廣阿闍梨在貴陽朝禮陽明洞時的演講講記，

指導企業家如何運用空性的智慧面對危機，

運用六度的智慧到達人生成功的彼岸。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是智廣阿

闍梨結合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教義，對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中大乘菩薩應該

修行的四個關要發菩提心、親近善友、

忍辱柔和、依寂靜之處而作的開示。通過此

書，我們可以瞭解到，其實漢傳佛教和藏傳

佛教在顯密教法的基本教義方面都是互相融

通的，也進一步地理解了智廣阿闍梨「回歸

佛陀本懷、無門戶之見」的大利美思想。

 

因爲現場售書非常熱烈，很多人都請購了全

套乃至多套書籍，所以現場臨時規定大家排

隊請阿闍梨簽書，每人只能簽兩本。有趣的

是，很多人因爲希求阿闍梨的簽名而打起了

「擦邊球」排了一輪再排一輪，而阿闍

梨看到這些綻放著喜悅笑容的熟面孔，也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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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微笑著爲他們簽書，簽了一輪又簽一輪，

現場氣氛溫馨而快樂。

 

䗪垟琹┞갨
 

17 日，快樂禪一階，以慈心禪和系緣守境

止爲重點的止觀 初步的一些修法，教授了

「放鬆、專注、覺知」六字要訣等內容。

阿闍梨說一階的三個目的，是讓我們的心保

持清醒覺知，讓心安靜下來，以及開發我們

心中的愛心。

 

阿闍梨特別講到了「行動禪」，就是把禪修

帶到生活中。阿闍梨在解釋覺知在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性時說，很多人行動沒有「禪」，

看到好吃的就「饞」；很多人沒有覺知當下，

所以走路會摔跤，經常忘記手機鑰匙，關門

後要反復確認，會碰翻茶杯，等等。如果吃

飯保持覺知，喝水保持覺知，就能變成一個

清醒的人，才能快樂無憂。快樂無憂不是狂

喜，是沒有煩惱。古代相學所說的「上貴之

相」其實就是保持覺知的狀態。

䗪垟琹◝갨
18 日，快樂禪二階，再次強調覺知的重要

性，練習如何運用覺知的智慧調伏煩惱；繼

續學習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禪修，以及在日

常生活中的行禪，例如行走禪、睡眠禪等。

禪修的重點是覺知。阿闍梨說， 「覺知」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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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佛法的一個共同的精髓，是一切修法

的核心。

阿闍梨反復強調六字要訣「放鬆、專注、覺

知」，並引用龍樹菩薩《金剛頂發菩提心論》

的教言「妄心若起，知而勿隨」來強調禪修

的要點，所有修行的一個關要就是如何面對

自己的念頭。覺知非常簡單，因爲這是你本

來具足的一種能力， 大的問題就是很難保

持，所以這也是爲什麽我們需要大量練習的

原因。

阿闍梨非常強調佛法必須要融入工作生活，

就是所謂的歷緣對境修止觀。

19 日到 21 日的快樂禪師資學修營是爲了更

好地推廣快樂禪而培養老師的學習，在一階

二階的基礎上，深入學修止觀，逐章深入地

學習《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第一次的快樂禪是 2016 年春天在新加坡舉

辦的，隨後在中國香港、臺灣，以及印尼等

地舉辦快樂禪學修營，都非常受歡迎，受到

大家的好評，爲了更好地來推廣快樂禪，我

們需要有更多的老師。

參加此次第一屆快樂禪師資班的都是累計完

成了 100 個小時禪修的學員，主要學習了

天台智者大師的《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智廣阿闍梨親自講解並帶領大家逐章學習了

前面九章的內容：「具緣第一，訶欲第二，

棄蓋第三，調和第四，方便行第五，正修行

第六，善根發第七，覺知魔事第八，治病第

九。」並帶領大家進行禪修。 

此次香港弘法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天，但是教法

涵蓋了初機接引到自覺覺他的各個層面。爲了

令一切父母衆生早日走向快樂無憂，智廣阿闍

梨不辭辛苦，以圓融無礙、究竟圓滿的善巧智

慧爲有緣衆生精勤賜予「種、熟、脫」之三益，

使不同衆生的善根法緣競相增長。

而爲了配合此次面對來自全球各地不同根基

的學員的弘法活動，香港一乘顯密佛教中心

的義工團隊也發揮出了非常出色的會務組織

能力，所有的接待、教務等工作都井然有

序，在此風和日麗的香港的暖冬，奉獻給大

家一個滋養身心的美好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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