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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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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前世依止阿私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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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九）（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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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洞老人顫抖歌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連載【十六】

印光大師教言選講

✐气嵛
強力積福•行動指南│智廣阿闍梨的新春送「福」

財神祕笈連載（一）送窮鬼、迎財神的正確姿勢

佛系戀愛指南│來自智廣阿闍梨的情人節禮物

做 美的女神│智廣阿闍梨的女神節禮物連載（一）

做 美的媽媽│智廣阿闍梨的女神節禮物連載（二）

想生孩子的，先別急│智廣阿闍梨的女神節禮物連載（三）

從一包鹽到一千新幣│對治吝嗇心的「驚險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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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鞼
當佛學遇到多元文化

陳楊國生教授與智廣阿闍梨對談（中英日文）

䠋䥧䠋䜗
聽法華滅罪還陽 念法華地獄盡空

《法華經》古代感應故事一則（中英日文）

99% 孕媽媽都不知道的生產祕訣│一名佛弟子的產房小感悟

ゼ��瞩��ꛈ
自己學佛，讓家人煩惱怎麽辦？（中英日文）

┞▘锢臞
2017—2018 智廣阿闍梨環球弘法之旅在這裏圓滿

記 2018 年無錫橫山寺第三屆《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

驚喜！無錫一萬寶篋印塔圓滿結願變成全球八萬四千塔圓滿發願

智廣阿闍梨碧霞山法華傳教院弘傳《妙法蓮華經》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智廣阿闍梨受邀講空海大師的足跡

62

73

82

85

88

92

95

99

62

73

85

88



✐ꮥ侷阌

劅┪㝕▘ꓭⰑ㝕侷㸅椟籮ⷳ���┪

■
 

西
天
譯
經
三
藏
朝
散
大
夫
試
鴻
臚
卿
傳
教
大
師
臣
法
天
奉 

詔
譯

��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廣嚴城菴羅樹園。與大苾芻眾六十萬

人俱。其名曰尊者大迦葉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尊者那提迦葉尊

者須菩提。尊者尊那尊者大目乾連。尊者舍利弗尊者劫賓那。

尊者摩呬捺囉尊者優波梨。尊者阿難。如是等苾芻眾六十萬人俱。

復有菩薩摩訶薩。其名曰師子威德菩薩摩訶薩。地藏菩薩摩訶薩。

虛空藏菩薩摩訶薩。普賢菩薩摩訶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除

蓋障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寶

星菩薩摩訶薩。鉢訥摩俱母那菩薩摩訶薩。常堅固身菩薩摩訶薩。

寶嚴海慧菩薩摩訶薩。清淨妙音聲菩薩摩訶薩。燈光明菩薩摩

訶薩。得妙音聲菩薩摩訶薩。如意光明菩薩摩訶薩。遍往世界

Ӛ�ꆄⶍ䩛螑讌



如師子行菩薩摩訶薩。清淨無垢金光明菩

薩摩訶薩。善威儀善行菩薩摩訶薩。從地

踊持世王菩薩摩訶薩。天言說堅固音聲菩

薩摩訶薩。得一切法自在菩薩摩訶薩。慈

氏菩薩摩訶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六百萬

人俱。

爾時世尊從於口中放大光明。其光晃曜過

於日月而有眾色。所謂青色。黃色白色紅

色綠色。有如是等無數種種色光。照於無

量無邊世界乃至梵世。如是照已。還從世

尊頂門而入。

爾時尊者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

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如來放光非

無因緣。世尊今日放大光明何因何緣。唯

願如來應正等覺。大慈廣覆爲我等說。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汝所說非無因緣。

汝當諦聽吾當爲汝廣分別說。阿難今有無

量無邊眾生。得證無生法忍乃至得涅槃界。

由是因緣放斯光明。說是語時有一天子名

印捺囉部帝。領四兵眾。及持種種供養之

具來詣佛所。至佛所已持諸供具恭敬供養。

禮佛雙足住立一面。作是思惟我今欲聞甚

深之法。復以頭面禮世尊足。右膝著地合

掌恭敬。而白佛言。如薄伽梵三界大師。

乃至一切眾生之父。我如小兒愚癡無慧復

無方便。又如盲人多於瞋恚。唯願世尊哀

愍於我。云何方便令我諸根。於諸境界當

使獲得無生法忍。爾時世尊讚彼王言善哉

善哉知汝所問。爲於當來末法眾生。欲令

彼等得無生忍。於是世尊告大王言。我有

四種 上之法。若有聞者必當獲得無生法

忍。

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得聞是語。即前禮佛合

掌白言。世尊云何名爲四種之法。佛言四

種法者。所謂聲聞乘緣覺乘。此二乘者但

能自利不能利他。復有二乘。謂方廣大乘

及彼 上金剛大乘。是名爲四。爾時阿難

又復問言。是金剛大乘當云何性。佛言阿

難。若有菩薩發於 上大菩提心。是即名

爲金剛乘性。是菩提心能自利益復利於他。

如是菩薩摩訶薩行解於方便。能於諸根各

各境界所緣所作。當獲無生法忍。爾時彼

王印捺囉部帝。得聞世尊爲於阿難。說是

四法甚大歡喜。次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

摩訶薩解於方便。能於諸根各各境界所緣

所作得無生忍。佛言大王。乃往過去無量

無邊不可思議大劫之前。時世有佛出興於

世。號日清淨光明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

尊。彼佛世界名大妙香。是日清淨光明如

來。壽量住九萬劫。彼佛世界所有眾生智

慧猛利。皆悉發於大菩提心。時世有王名

精進授。力如輪王領四兵眾。前後導從詣

彼佛所。復持種種香華奉獻彼佛。伸供養

已作禮旋遶。䠒跪合掌白言世尊。云何能

令諸根境界所緣所作。當得無生法忍。佛

言大王。所有過去未來及與現在諸佛世尊。

皆亦說此方便。解於諸根各各境界所緣所

作。而能獲得無生法忍。時精進授復白佛

言。云何菩薩摩訶薩本性。佛言菩薩性者。

即是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而此四法是菩薩

性。菩薩樂行如是四法。能爲一切眾生使

獲無生法忍。

爾時日清淨光明如來。顧視左邊諸大菩薩

摩訶薩。告金剛手菩薩言。金剛手汝可往

彼精進授王宮中。如王所問金剛大乘。汝

當爲王及隨眾生種種根性演說菩薩摩訶薩

行於方便。使令獲得無生法忍。金剛手菩

薩聞佛告勅。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

地合掌向佛。作如是言。我今當承如來聖

旨行往度脫。時精進授王聞佛告語。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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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手菩薩前。頭面作禮而伸請曰。唯願

菩薩遵奉佛勅愍察志誠往詣我宮。爲我演

說金剛大乘。使我開解證無生忍。亦令當

來一切眾生獲大利益。時金剛手默然。王

知許已即整四兵前後導從。即與菩薩同乘

還宮。及設傘蓋幢幡香華伎樂供養菩薩。

是時王城名曰 上。城中人民聞菩薩來。

於所經路競以香華供養。菩薩既至宮已。

精進授王復設七寶師子之座。請菩薩座奉

獻種種金銀珍寶。及以寶瓶盛滿閼伽上妙

香水。及以五種供養奉上菩薩。復有眾多

苾芻之眾。爲欲聞法亦持香華來獻菩薩。

時金剛手菩薩。即如從佛所聞法式。入大

曼拏羅。以金剛淨水與王灌頂。精進授王

得灌頂已。復有諸苾芻眾及諸剎帝利婆羅

門吠舍首陀等。皆悉來詣王宮至菩薩所。

爲欲聞法。發菩提心入金剛乘。時金剛手

菩薩。便即爲說菩薩摩訶薩行。及諸根法

種相。及尼陀那方便等。乃至如來部金剛

部寶部蓮華部羯磨部。依金剛乘相應。及

三摩地三摩鉢底等方便。皆令得解盡涅槃

界。爾時南印度王精進授。是王深信敬重。

樂求 上法入金剛大乘。又復樂求隨眾生

根性相應三摩地三摩鉢底。解於方便獲無

生忍盡涅槃界。復有北印度王名尾哩野嚩

哩摩亦如是。東印度王名妙臂亦如是。西

印度王名百臂亦如是。復有百千苾芻。共

持眾寶上妙衣服。同時來詣菩薩之所。供

養恭敬作禮旋繞。白菩薩言。我等深心樂

求 上金剛大乘。亦復樂求隨眾生性相應

三摩地三摩鉢底。解諸方便證無生忍盡涅

槃界。是時復有國中人民之眾見聞隨喜之

者。亦皆發起大菩提心。時世復有眾多金

剛阿闍梨。所謂覺龍覺授法龍賢授德授海

授。如是等阿闍梨。得聞菩薩所說相應之

法。皆悉證得無生法忍。爾時東印度王妙

臂。與中宮后妃嬪嬙婇女。乃至城中人民

樂法之眾。而於根本 上法中三摩地相應

之法。而得成就隱沒自在。是印度中復有

諸金剛阿闍梨。所謂賢軍德軍寂靜軍烏多

羅軍無邊藏天藏善力藏等。復有諸婆羅門。

所謂捺多婆羅門。訶哩三謨婆羅門。奔茶

利迦婆羅門鉢訥摩婆羅門。如是等阿闍梨

婆羅門等。得聞菩薩所說金剛大乘。及相

應三摩地法。皆悉獲得無生法忍。時西印

度王百臂。及彼中宮后妃婇女等。聞菩薩

所說甚深金剛大乘及諸法要。皆悉證得金

剛智所攝相應三摩地成就法。及隱沒自在。

彼印度中復有眾多金剛阿闍梨。所謂智密

善密賢密慧密慧賢無垢賢等。亦有諸毘舍。

所謂善意毘舍印捺囉波毘舍。印捺囉囉毘

舍淨光毘舍等。是阿闍梨及毘舍等。得聞

菩薩所說 上金剛大乘及諸妙法。皆悉證

得無生法忍。北印度王尾哩野 ( 二合 ) 嚩

哩摩。與中宮后妃婇女等。及諸人民沙門

婆羅門等。樂入金剛大乘者。於是法中得

聞菩薩演說法要。亦於金剛智所攝真實相

應三摩地成就及隱沒自在。爾時金剛手菩

薩。爲彼諸王及沙門婆羅門乃至毘舍等。

於六年中演說金剛大乘及諸法要。使彼諸

王及樂法之眾悉獲利樂。又復演說諸成就

法。謂八大聖藥。眼藥劍羂索。金剛輪金

剛杵。寶瓶革屣等。及人修羅窟。乃至敬

愛諸成就法。時諸王及一切沙門婆羅門等。

而常隨逐聽受教導。

爾時金剛手菩薩告彼眾言。今彼處有大名

山號摩呬捺囉。其山頂上平正廣闊。亦有

園苑池沼適悅之所。汝等諸王及沙門婆羅

門吠舍首陀等。所有修學金剛大乘。皆可

同往彼山修習而住。後於異時忽告眾曰。

彼日清淨光明如來應正等覺將入涅槃。汝

等今可與我同至佛所求受灌頂。時修習金

剛大乘諸會眾等。即與菩薩共持種種殊妙

香華。往詣日清淨光明如來之所。既至彼

已奉上香華。作大供養旋繞讚歎。頭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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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禮佛雙足。修敬畢已共坐佛前。

爾時金剛手菩薩於眾會前。偏袒右肩右膝

著地。金剛合掌安自心上。白世尊言我承

如來教勅往彼王宮。爲諸王等及沙門婆羅

門。乃至一切發菩提心求學金剛大乘者。

即爲演說金剛大乘。及於諸根境界所緣所

作種種之法。皆令獲得無生法忍。世尊我

今欲於如來金剛大乘法中。與彼學眾求受

灌頂。唯願如來慈悲聽許。爾時日清淨光

明如來。左右顧視已。即於口中放大光明。

其光五色於剎那間。照於恒河沙等諸佛剎

土。上至梵世悉皆照耀。如是照已尋復旋

還。却從世尊口中而入。時彼光明所照佛

剎一切如來。悉皆稱讚作如是言。彼金剛

大乘即攝一切乘。乃至過去未來現在亦復

如是。彼金剛大乘即攝一切乘。時彼學眾

即於金剛大乘悉得灌頂。得灌頂已咸以頭

面。禮世尊日清淨光明如來及金剛手菩薩

足。復繞千匝歡喜讚歎各還本處。

爾時日清淨光明如來。於後不久入般涅

槃。佛涅槃後法住千歲。時金剛手菩薩復

往摩呬捺囉山中安住。時一切金剛大乘學

眾互相謂言。我等本師菩薩還止彼山。我

等宜應同往彼山奉事供養。及自修習金剛

大乘一切事業。時彼學眾一切沙門婆羅門

等。各持香華及諸供具。即同往詣摩呬捺

囉山金剛手菩薩所。至彼山已各各奉上香

華寶玩。供養菩薩旋繞禮拜瞻仰而住。於

是菩薩見彼學眾。咸來山中親近供養。修

習事業志意堅固。即告眾曰汝等各各。於

我 上金剛大乘聞諸法要。悉皆證得無生

法忍盡涅槃界。汝等諦聽。我師日清淨光

明如來已入涅槃。眾生薄福無所恃怙。我

所告汝汝善遵行。佛入滅後彼金剛阿闍梨

是汝等師。何以故彼阿闍梨而能護持佛

剎。復能護持金剛祕密法故能說四字名。

此即是如來相。汝等大眾當於彼師。常加

尊重禮拜供養同於佛想。即感一切如來常

加擁護。即是見前一切如來。汝等學眾常

於彼師奉事供給。凡所受用坐臥等具。衣

服湯藥一切所須無令闕乏。雖常侍近不得

足蹋師影。所有同學無分親疏一心平等。

善男子若有學人及諸人等。於金剛阿闍梨

及金剛大乘諸學眾等。生不信心發起惡念

復加毀謗。是人果報當墮地獄畜生及諸惡

趣。何以故以一切諸法從彼生故。若有

毀者是即毀法故獲是報。若有眾生未斷輪

迴來求學者。當隨根性爲他演說金剛大

乘。當令得入金剛三昧。金剛手菩薩又復

告言。此金剛大乘即是一切如來。一切如

來即是大智。汝等學眾若有不依三昧違我

教者。令汝破壞由如灰燼。於是菩薩即以

金剛水與學眾等飲。復結大忿怒印安著學

眾頂上。作加被已。又復告言佛子。汝今

此身即爲金剛三昧所持。若有違犯不依從

者。以我金剛三昧印及忿怒印令彼破壞又

復菩薩即如先佛法式。爲諸學眾授於灌

頂。復誦警覺真言令其覺悟。又復示與金

剛杵自稱己名。與諸弟子身分八處而作加

被。時金剛大乘學眾。於菩薩所受學一切

法式。畢已即向菩薩。種種稱讚恭敬供養

謝彼菩薩。又復白言我等各各如菩薩教。

於金剛阿闍梨所。承事供養恭敬讚歎一如

聖旨。爾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化事畢已。

即於彼處隱沒不現。◎

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卷上

註：依據《中華佛典》，《大正新修大藏經》No1128，《

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卷上》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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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復告印捺囉部帝大王言。大

王汝於往昔過去無量阿僧祇大劫之前。日

清淨光明如來法中。已曾爲王號精進授。

汝於是時與諸學眾。於彼佛處已曾求學金

剛大乘及諸法要。汝今於此娑訶世界我釋

迦牟尼佛所。又復求學如是金剛大乘。時

印捺囉部帝聞此語已。即復合掌白世尊言。

云何名爲菩薩摩訶薩。佛言若有樂行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是即名爲菩薩摩訶薩。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顧視左邊告金剛手菩

薩言。汝可同彼過去劫前。日清淨光明如

來之時。爲印捺囉部帝大王。說金剛大乘。

及說菩薩摩訶薩行。諸根境界等種種之法。

方便令解使獲無生法忍。時金剛手菩薩摩

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頭面著地禮世

尊足已。合掌當心而白佛言。我今當承如

來教勅而爲演說印捺囉部帝聞是語已。身

毛喜豎心大忻踊。即從座起禮世尊足已。

復禮金剛手菩薩足。禮已白言。唯願菩薩

遵奉佛勅。往詣我宮爲我演說。

爾時金剛手菩薩承佛教勅。又復觀彼印捺

囉部帝身心虔切。默然許之。印捺囉部帝

知默許已。即禮金剛手菩薩足。歡喜踊躍

禮佛而退。即整四兵前後導從。乃與菩薩

同乘寶車。及張傘蓋動種種樂。尊敬供養

還歸曼誐羅補囕大城。於其城中菩薩所經

之路。一切人民各以香華奉獻供養。既至

宮已。時印捺囉部帝預嚴七寶大師子座菩

薩下車即昇彼座。王及中宮后妃眷屬。復

設種種香華珍寶及殊妙衣作大供養。復以

寶瓶盛滿閼伽香水奉上菩薩。

爾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即如從佛所聞金

剛大乘祕密相應三摩地三摩鉢底。種種諸

法廣爲演說。欲令王等證無生忍盡涅槃界。

是時復有眾多沙門婆羅門剎帝利毘舍首陀

等。亦來王宮爲欲聽聞金剛大乘及諸妙法

又有東印度摩羅嚩國法光大王。北印度無

能勝王。西印度月光大王。摩伽陀國頻婆

娑羅王。舍衛國波斯匿王。梨蹉尾國梵授

王等。復有無數沙門婆羅門。剎帝利毘舍

首陀。及無數發菩提心眾生。欲聞法故亦

來王宮。如是人等各於菩薩。信重歡喜來

至王宮。如是人等各各深信歡喜踊銳。白

金剛手菩薩言。我等樂入金剛大乘。及欲

聽聞種種妙法。於是金剛手菩薩。而於六

年爲於諸王及諸人眾。演說金剛大乘諸菩

薩行。及無數百千俱胝相應三摩地三摩鉢

底。乃至於諸境界所緣所作一切諸法廣爲

演說。

爾時印捺囉部帝得聞法故。於一切如來相

應法中。證三摩地三摩鉢底。得無生忍盡

涅槃界。及得隱沒自在。乃至中宮后妃眷

屬國內民庶。得聞金剛大乘及諸法要。皆

悉證得無生法忍。國中復有金剛阿闍梨。

所謂善龍義龍寶聲戒聲發光聲。復有婆羅

門所謂法龍力賢等。得於金剛大乘法中。

證無生忍盡涅槃界。彼東印度摩羅嚩國法

光大王。於 上金剛大乘法中。悟得 上

根本相應法。得無生忍盡涅槃界。及得隱

身自在。乃至中宮后妃眷屬國中士庶。得

聞金剛大乘及諸妙法。皆悉證得無生法忍

盡涅槃界是印度中復有金剛阿闍梨。名曰

賢天如來天善天。又有剎帝利邪輸嚩哩摩

儞嚩嚩哩摩等。亦於金剛大乘法中得聞法

故。悉皆證得無生法忍盡涅槃界。

復有北印度無能勝王。得聞金剛大乘及諸

法要。乃於真實攝教中。證得相應三摩地

得無生忍盡涅槃界。及得隱身自在。亦有

中宮眷屬后妃嬪嬙乃至士庶。得聞金剛大

乘一切妙法。皆悉證得無生法忍。彼印度

中亦有金剛阿闍梨。名曰賢喜蓮喜。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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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帝利名曰烏那野嚩哩摩。及有毘舍名曰法密。如是等眾於金剛大

乘得聞法故。皆悉證得無生法忍盡涅槃界。

復有西印度月光大王。於金剛大乘聞諸法故。證得金剛口相應三摩

地等。得無生忍盡涅槃界。及得隱身自在。亦有中宮后妃婇女乃至

士庶等。又有金剛阿闍梨。名曰不空成就普成就如來成就等。又有

剎帝利。名曰善密及穌哩野嚩哩摩。如是眾等於金剛大乘聞妙法故。

皆悉證得無生法忍盡涅槃界。

爾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爲彼諸王及一切學眾。演說金剛大乘一切

諸法。又復演說八種成就之法。所謂聖藥眼藥革屣劍羂索。金剛輪

金剛杵及寶瓶等成就之法。又復演說入地入修羅窟成就之法。又復

演說菩薩摩訶薩。依金剛大乘所行之行。諸根境界所緣所作種種之法。

令彼學眾各各修習離於懈怠。時金剛手菩薩於六年中。爲諸王等及

求學金剛大乘一切學眾。以種種方便譬喻言辭。演說諸法各令證悟已。

即告眾曰。汝等當知今彼處。有大名山號乞乞那。其山頂上平正廣闊。

亦有林樹池沼適悅之地。我今先往汝等入金剛大乘諸王沙門婆羅門

毘舍首陀一切學眾。亦可於彼俱往集會。是時學眾於彼山頂皆集會已。

金剛手菩薩即復告言。今者世尊釋迦牟尼將入涅槃。汝等今可與我

同至佛所求受灌頂。爾時學眾即與金剛手菩薩同離彼山。是時諸王

將理四兵前後導從。及備種種諸大供養往世尊所。爾時世尊釋迦牟尼。

已在拘尸那城。金剛手菩薩摩訶薩。與諸學眾至佛所已。設大供養

奉獻世尊。右繞三匝禮拜讚歎於佛前坐。時金剛手菩薩即從座起。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作金剛合掌白世尊言。我奉佛勅以菩薩摩訶薩

行。於金剛大乘法中。爲學眾說於諸根境界所緣所作及種種諸法。

各各證悟或得三摩地三摩鉢底。或得法忍盡涅槃界。或得隱身自在。

世尊我已如是說法利益。今來佛所欲爲彼眾。於如來處求受灌頂。

爾時世尊左右顧視已。即於頂門放五色光。其光晃耀於一剎那間。

照如恒沙佛剎上至梵世。如是照已尋復旋還。却從世尊頂門而入。

爾時十方光所照處。一切如來異口讚言。金剛大乘即攝一切乘。乃

至過去未來及與現在一切諸佛。皆說如是金剛大乘攝一切乘。爾時

世尊即以金剛水。與一切金剛大乘學眾灌頂。諸學眾等得灌頂已。

皆用頭面著地禮世尊足。及禮金剛手菩薩足。禮已讚歎踊躍。繞

百千匝各還本處。

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正法。當云何名云何受持。佛言阿

難今此正法。名爲 上大乘寶王如是受持。爾時如來應正等覺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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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尼說是經已。即於俱尸那城入般涅槃。

金剛手菩薩。於後却還乞乞那山。亦有眾

多菩薩聲聞同來山中。時金剛學眾互相謂

言。我等本師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却復乞

乞那山。我等宜應亦往彼山親近供養。是

諸學眾各持種種香花寶玩同往彼山。到彼

山已。各以香花奉上供養禮拜旋繞。恭敬

讚歎各一面坐。

爾時菩薩觀視會眾沙門婆羅門剎帝利毘舍

首陀等已。即復告言汝等學眾諦聽。汝已

各各於此金剛大乘悉得證悟。皆是得金剛

大乘法者。汝等當知佛涅槃後。金剛阿闍

梨。是汝等師。亦如往昔無量劫前。日清

淨光明如來出世之時。彼大妙香佛剎中。

有王名精進授。彼時我亦如是。說承事金

剛阿闍梨軌則。今亦復說弟子承事金剛阿

闍梨軌則。承事之則乃有八種。時印捺囉

部帝白金剛手菩薩言。云何名爲八種承事

之則。金剛手言。一者不得呼師名字。二

者常自稱師足。三者與師執持鞋履。四者

掃灑房地。五者爲師敷置床座。六者五體

作禮。七者不侵害師。八者指授稟信。是

名弟子承事金剛阿闍梨八法。彼阿闍梨以

此八事觀察弟子。以日累月積月成歲。若

彼弟子於此八事。無有違背專心不退。阿

闍梨然可攝受。

爾時金剛手菩薩又復告言。譬如世間蟲蛆

飛蛾之類。皆從緣生墮斯惡趣何由出離。

亦如世間輪迴眾生。云何轉業得無生滅若

不因從金剛阿闍梨。攝受爲說種種妙法。

何由能除一切煩惱證於寂滅得不退轉。大

王彼金剛阿闍梨。先當觀察所攝弟子行相

貴賤等。乃可付與二諦之法。王言云何名

爲二諦。菩薩告言一者真諦二者俗諦。王

言何名真諦。菩薩告言所謂內空外空。內

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爲空無爲空。

畢竟空無際空。無變異空本性空。一切法

空無所有空。無性空自性空。自相空無性

自性空。大王是十八空者乃名真諦。大王

復言云何名諦。菩薩告言若於此十八空。

知非常非無常。是故名諦。何以故謂不見

內空不見外空。不見內外空不見空空。不

見大空不見勝義空。不見有爲空不見無爲

空。不見畢竟空不見無際空。不見無變異

空不見本性空。不見一切法空不見無性空。

不見自性空不見自相空。不見無所有空亦

不見無性自性空。於如是空不見二相。中

亦不可得。非生非滅。非縛非脫。非行非

住。非明非暗。非實非虛。非輪迴非涅槃。

亦不增亦不減。我說如是種種皆離身口意。

是則名爲真諦。大王復言云何名爲俗諦。

謂以四無量心於威儀本相。五蘊四界六入

五境行住三界。是即名爲俗諦。王復問言

更復何名真諦。菩薩告言彼種種色相。如

幻化如陽焰。如水中月如水上泡。如鏡中

像如夢。如電如乾闥婆城。乃至虹霓等。

若於色相得如是見。是則名爲真諦。若於

如是諸法受行不離苦行。乃能證佛得一切

智。大王乃至遍六俱胝文字之義。亦無二

無分別。一切如來皆如是說。彼智金剛教

汝已悉聞。是等皆名真諦。大王若於二諦

不能如實觀察了知。雖專修習經無量劫。

唐捐其功終不能到大智彼岸。而此二諦乃

是一切如來之所歸命。爲父爲母爲寂靜住。

及爲涅槃爲阿吠嚩哩帝迦。爲正遍知覺一

切三摩地。爲精妙普門三摩地。乃有如是

等種種功德。大王彼一切金剛大乘學眾。

必須專心揀選如法弟子。乃可爲說如是二

諦。是二諦法難可得聞。雖彼緣覺聲聞亦

難得聞。何況外道等。爾時印捺囉部帝。

與金剛大乘學眾。得聞是說。悉以頭面禮

謝菩薩。時印捺囉部帝復白菩薩言。揀選

弟子當有何相。菩薩告言有四種弟子。有

五補特伽羅。王言四種弟子當云何說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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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聞。菩薩告言。第一佛乘第二初乘。第三初學菩薩行第四諸菩薩

摩訶薩行。此名弟子四種之相。云何分別如是之相。菩薩告言彼得

安然非謗非信。於真言印相一一曉了證於佛乘。於意云何譬如盲者

得人引導。由得佛乘證解脫故。弟子初依師學得一俗諦。初相應法

入三摩地。未能了知顯密二教。亦未知二諦十二因緣。亦未知般若

波羅蜜。是名弟子初修習相。王言云何菩薩五種補特伽羅。菩薩言

所謂囉怛曩補特伽羅。贊捺囉補特伽羅。鉢訥摩補特伽羅。奔拏哩

迦補特伽羅。烏怛鉢攞補特伽羅。是等於聞信戒施悉能具行爲烏波

薩迦。王言菩薩此之名相云何分別。菩薩告言於一切法雖得聽聞。

而於少時皆悉忘失。此名烏怛鉢攞補特伽羅。若於祕密之法雖有所

聞。不能爲他分別演說。譬如軍尼內藏明珠而不顯現。此名奔拏哩

迦補特伽羅。或得信心大悲心聞法開解。如竹無節受持通達。此名

鉢訥摩補特伽羅。凡聞法義咸存我見。譬如擊鼓空有其聲。以有我

見不能利他。此名贊捺囉補特伽羅。是四烏波薩迦。而能一向專心

求一切法。信心受持住金剛乘。復次心性猛利多聞持戒。一切能捨

了知真實。凡所說法能隨根機。是名囉怛曩補特伽羅。此一烏波薩

迦。常能爲諸弟子說種種法。時金剛阿闍梨如是選擇弟子。若得清

淨殊勝如法弟子。乃可傳付祕密大乘一切勝義。當令修習不斷聖種。

印捺囉部帝。

又復問言。云何分別祕密大乘。菩薩告言彼瑜伽顯密二教曼拏羅有

二十種。皆悉得名祕密大乘。我今略說灌頂曼拏羅次第。彼灌頂阿

闍梨欲作灌頂法。先自結淨選揀勝處。安曼拏羅位。後令弟子結淨已。

然阿闍梨加持五色線五色粉。絣地結界作曼拏羅。安布賢聖位復加

持閼伽瓶安方位已。然請召賢聖依位坐畢。即獻香花閼伽等。然可

引弟子入曼拏羅與授灌頂。弟子得灌頂已。即持種種香花珍寶奉獻

阿闍梨。弟子此後即是入金剛大乘處灌頂位。當於自己身口意業深

加省察。若能了達是名五燈。若不了達當名五闇。復次分布火壇次第。

所有使用種種之物。先備播帝哩窣嚕嚩等。及所鋪座吉祥草及護摩

柴。其柴當用青潤樹枝及五穀酥等。或作護摩。先燒祭火天然作護摩。

觀於火焰色相形像及聲香等。若得吉祥是法成就。若不吉祥是不成就。

其請召賢聖入曼拏羅。及獻閼伽次第諸式大略相同。凡所有法皆從

金剛大乘祕密流出。所有三瑜伽五烏補捺伽多。或六俱胝文字義。

或說法成就義。或決定義。或說本行尼陀那方便因等。如是所說或

四種或五種。或七種或十二種。種種不定皆不離二諦。復次說四密。

所謂密教密義密語密句。若於四密無差所作成就。或遇九執大曜諸

惡星宿及諸毒等。持誦密句皆可大息。或求敬愛或作增益或作降伏。

若爲人及四足多足無足等。或降伏諸惡大部多夜叉。乃至惡人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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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伏。若不降伏必當破壞親愛分離。或

有一切禁縛邪明一切破壞。或有冤家興兵

欲來侵害自然退散。或爲大旱必能降雨。

如是種種一切所求。持念密句悉得成就隨

心如意。凡持誦密句作金剛語音。無令斷

絕必滿所願。王言云何名爲菩薩禪定。菩

薩告言禪定有種種。持誦亦種種。若知祕

密句即是知禪定。祕密者爲所誦文句具足

及知印相。若如是者有大威力。是則白法。

知祕密者即攝真實理。由如虛空體寂靜故。

解於世法能顯真理。乃於印相觀想。密句

文義所作斷疑。此持誦者乃名爲賢。如是

行人凡有見者皆如佛等。彼人禪者不見密

句。不見印相不見賢聖。想諸字輪體同鏡

像。王復問言云何菩薩三摩地。菩薩言彼

菩提心及智慧方便。乃至三明及無等等。

此皆是菩薩三摩地。又復觀自本身及真言

印相。賢聖形像一切莊嚴。皆如虛空寂靜。

是菩薩三摩地。菩薩入如是三摩地。是名

安住二諦。

爾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爲印捺囉部帝及

諸剎帝利。一切入金剛大乘學眾。說如是

種種法已。即依法作曼拏羅。與王等及諸

學眾受於灌頂。彼諸學眾得灌頂已。異口

同聲各各白菩薩言。我等稟教奉事金剛阿

闍梨一如聖旨。是學眾等於金剛手菩薩摩

訶薩供養恭敬。種種言辭訷讚謝已。

爾時會中諸大菩薩。及聲聞天人阿蘇囉誐

嚕拏彥達嚩緊曩囉一切大眾。聞菩薩說是

經已。歡喜信受作禮而退。金剛手菩薩即

於山中隱沒不現。

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卷下

註：依據《中華佛典》，《大正新修大藏經》No1128，《

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卷下》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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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衆。吾於過去無

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惓。於多劫中常

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

爲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心無悋惜。

象馬七珍國城妻子奴婢僕從。頭目髓腦身

肉手足不惜軀命。時世人民壽命無量。爲

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宣令四

方求法。誰能爲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

給走使。時有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

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爲宣說。王聞

仙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采果

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爲牀座。身心

無惓。于時奉事經於千歲。爲於法故。精

勤給侍令無所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

而說偈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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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節選自《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2. 經文依據《乾隆大藏經》（龍藏）第 24 冊•130 部《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

十二》校對

我念過去劫  爲求大法故

雖作世國王  不貪五欲樂

搥鍾告四方  誰有大法者

若爲我解說  身當爲奴僕

時有阿私仙  來白于大王

我有微妙法  世間所希有

若能修行者  吾當爲汝說

時王聞仙言  心生大喜悅

即便隨仙人  供給於所須

采薪及果蓏  隨時恭敬與

情存妙法故  身心無懈惓

普爲諸衆生  勤求於大法

亦不爲己身  及以五欲樂

故爲大國王  勤求獲此法

遂致得成佛  今故爲汝說

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

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

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攝法。

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生。

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告諸四衆。提婆

達多。却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號曰天

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天道。

時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廣爲衆生說於

妙法。恒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無量衆生

發緣覺心。恒河沙衆生發無上道心。得無

生忍至不退轉。時天王佛般涅槃後。正法

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高

六十由旬。縱廣四十由旬。諸天人民悉以

雜華末香燒香塗香衣服璎珞幢幡寳蓋伎樂

歌頌。禮拜供養七寶妙塔。無量衆生得阿

羅漢果。無量衆生悟辟支佛。不可思議衆

生發菩提心至不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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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the Four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 Spoken by the Buddha – Part 9

By Achar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in July 2015

籮韣臞䘽
��



����䪩◜ꓭⰑꮣ唛⪨岻
The eight rules of serving a Vajra Acharya

前面我們講到，尊貴的佛陀在《佛說菩薩

修行四法經》裏講了四個大乘菩薩修行的

要點。首先回顧一下前面學習的兩個要點：

第一，就是一定要發菩提心；第二個更重

要的要點，就是要依止善知識。我們在前

面講了很多《普賢上師言教》裏吉美林巴

大師關於如何依止善知識的教言。

We have learned earlier that the exalted 
Buddha talked about four key points of the 
practice of Mahayana Bodhisattvas in the 
Sutra.  Now let’s review the first two key 
points that we’ve studied previously: the first 
one is that we must generate Bodhicitta; the 
second one, which is even more important, is 
to rely on a spiritual teacher. We hav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teachings of Rigdzin Jigme 
Lingpa on how to rely on a teacher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下面要補充一點的就是《 上大乘金剛大

教寶王經》中講到的如何依止金剛阿闍梨

的方法。這部經被認爲是漢地《大藏經》

裏面無上瑜伽部的經典。

We will continue and talk about the way 
of relying on a Vajra Acharya as taught in 
the Vajragarbharatnaraja Tantra,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scripture of the Anuttarayoga 
Tantra in the Tripitaka of Chinese Buddhism.
 

漢地的密宗從唐朝以前就開始有一些密續

翻譯成中文，一直到宋朝爲止，翻譯了非

常多的密續，從印度的梵文翻譯成中文。

唐代的時候，基本上以事部、行部、瑜伽

部爲主，也有一些無上瑜伽部。宋代的時

候所翻譯出來的密部的經典不少都是無上

瑜伽部的，包括藏傳佛教當中非常著名的

《喜金剛本續》《密集金剛本續》，它們

被認爲是非常重要的無上瑜伽部的密續，

特別是新密非常重視它。寧瑪派是舊密，

格魯派、薩迦派、噶舉派這些都屬於新密。

基本上，藏傳佛教中薩迦派的道果法就是

從喜金剛的續部裏面產生出來的。在漢文

《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的對勘當中

發現，《喜金剛本續》《密集金剛本續》

在漢文《大藏經》中都是有的，名爲《佛

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和《佛說

一切如來金剛三業 上祕密大教王經》。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宋代的時候所翻譯的

密宗的經典不少都屬於無上瑜伽部。

In Chinese Tantric Buddhism, the translation 
of Tantric scriptures starte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nd continued until the Song 
Dynasty. During that period, a great number 
of Tantric scriptures were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into Chinese. Those translated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mostly the Kriya, Charya 
and Yoga Tantra, with a small part of them 
being Anuttarayoga Tantra. A good number 
of those translated in the Song Dynasty are 
Anuttarayoga Tantra, including the very 
famous Hevajra Tantra and the Guhyasamaja 
Tantra in Tibetan Buddhism.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Anuttarayoga Tantra, especially highlighted 
by the New Translation traditions of Tibetan 
Buddhism. As we all know, Nyingma is the 
Early Translation tradition, whereas Gelug, 
Sakya and Kagyü are the traditions of the 
New Translation. Basically, the Lam Dre 
teachings (the Path and the Fruit) of the 
Sakya tradition originate mainly from the 
Hevajra Tantra.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Tripitaka, both the Hevajra Tantra and the 
Guhyasamaja Tantra also exist in Chinese 
Tripitaka, and they are called the Sutra of 
Ritual Procedures of Great Compassion and 
Emptiness Wisdom of Vajra King and the 
Sutra of the Supreme Esoteric Teac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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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King on Threefold Vajra Karmas 
of All Tathagatas. According to the texts 
available to us, many of the Tantric scriptures 
translat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belong to 
the Anuttarayoga Tantra.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一段教言也是來自於宋

代翻譯的一部無上瑜伽部的經典《

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講到如何來承

事金剛阿闍梨。在經文裏面記載了一段印

捺囉部帝跟金剛手菩薩的對話：「時印捺

囉部帝白金剛手菩薩言。云何名爲八種承

事之則。金剛手言。一者不得呼師名字。

二者常自稱師足。三者與師執持鞋履。四

者掃灑房地。五者爲師敷置床座。六者五

體作禮。七者不侵害師。八者指授稟信。

是名弟子承事金剛阿闍梨八法。」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teaching 
from an Anuttarayoga Tantric scripture 
translat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t is 
called the Vajragarbharatnarāja Tantra, 
which teaches us the ways of serving Vajra 
Acharyas. In this scripture, there is a dialogue 
between King Indrabhuti and Bodhisattva 
Vajrapani as follows: 
“At that t ime, King Indrabhuti  asked 
Bodhisattva Vajrapani: “What are the eight 
rules of service? Bodhisattva Vajrapanire 
said: “First the disciples should never call 
their master by his first name. Second, they 
should always call themselves ‘shizu’. Third, 
they should help the master to carry his 
shoes. Fourth, they should clean the room. 
Fifth, they should make the bed or throne 
for the master. Sixth, they should make full-
length prostrations. Seventh, they should 
not harm the master. Eighth, they should 
have faith in the master’s instructions and 
teachings. These are the eight rules by 
which the disciples should serve their Vajra 
Acharyas.”

印捺囉部帝問金剛手菩薩：「聽說有八種

方法來承事金剛阿闍梨，你能不能講一

講？」

King Indrabhuti asked Bodhisattva Vajrapani: 
“I heard that there are eight rules of serving 
a Vajra Acharya.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at they are?”

金剛手菩薩就回答他：第一條，不能直接

稱呼上師的名字。一般來說，我們要用

尊敬的方式來稱呼上師，不能對上師直

呼其名。第二條，「常自稱師足」。什麽

意思呢？就是說你經常要自稱爲上師的足

下，上師的腳底下，這樣謙卑地稱呼自己。

第三條，要幫上師拿鞋子等。第四條，要

幫上師打掃房間，打掃衛生。第五條，要

爲上師「敷置床座」，他睡覺的地方，或

者講法的地方、法座，這些要經常佈置得

非常精美。第六條，要經常對上師做五體

投地的頂禮。第七條，不能夠損害上師。

一般來說，你不能做違背上師意願的事情，

對上師的一切都要尊重和保護。第八條，

對上師傳授的所有教法要非常地具有信

心，而且不斷地去實修。這就是弟子承事

金剛阿闍梨的八個方法。

Then Bodhisattva Vajrapani responded that 
first the disciples should never call their 
teacher directly by his first name. Generally 
speaking, we should call our teacher in the 
most respectful way. Second, we should call 
ourselves “shizu” (literally, “at the master’s 
feet”) in a humble way. Third, we should 
help the teacher to carry his shoes. Fourth, 
we should help our teacher to clean his room. 
Fifth, we should make the bed or throne 
neatly for the master. Sixth, we should often 
make full-length prostrations to our master. 
Seventh, we should not harm our master 
in any way. Generally speaking, we should 
never do anything that would go against the 
will of our master. We should respec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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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 everything of the master. Eighth, we 
should have great faith in all the teachings 
that the master gives to us, and should keep 
practicing them. These are the eight rules by 
which the disciples should serve their Vajra 
Acharya.

然後，經書裏面說：「彼阿闍梨以此八事

觀察弟子。以日累月積月成歲。若彼弟子

於此八事。無有違背專心不退。阿闍梨然

可攝受。」如果金剛阿闍梨看到弟子能夠

按照這樣的八種方法來承事，而且能夠不

斷地這樣去做，阿闍梨就可以給他傳授甚

深的灌頂和密法。這是經書裏面非常重要

的一個教言。當然，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

的道友做得相當不錯，但是也有少數人做

得不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It is also stated in this scripture that a Vajra 
Acharya should observe on his disciples in 
these eight aspects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if they act properly in these aspects 
with concentration and persistence, he can 
then take them on as Tantric disciples. That 
is, if a Vajra Acharya sees that his disciples 
can serve him by these eight rules and can 
persevere with it, he then can give them 
the profound empowerments and Tantric 
teaching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eaching 
in this scripture. Of course, I think many of 
our Dharma friends are doing very well in 
this regar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who don’t 
do it well, like me.

記得以前我在喇榮五明佛學院聽索達吉堪

布講《事師法五十頌》，堪布在講這個課

程的時候說：一般來說，在正法時代，弟

子都是用這種方法來承事上師，而且努力

地要讓上師歡喜，這樣，弟子就可以迅速

獲得成就；但是現在這個末法時代，估計

要倒過來，就是做上師的要用這種方法來

承事弟子，因爲你如果讓他不高興，他馬

上就說「拜拜，我走了」。所以堪布開玩

笑說，在末法時代，我想我們可能需要改

一改，上師要用這種方法來承事弟子，讓

弟子高興。

I remember when I was listening to the 
teaching of Khenpo Sodargye on the Fifty 
Stanzas of the Spiritual Teachers at the 
Larung Gar Academy, Khenpo Sodargye 
said that during the Proper Dharma Age, the 
disciples were used to serving their masters 
exactly in these ways, and they would do 
their best to please their masters so that they 
could attain enlightenment quickly. He then 
said that in the current Dharma-ending Age, 
things are probably going in the opposite 
way, which means that now the masters 
have to serve their disciples in these ways, 
because if the masters make the disciples 
unhappy, they would immediately say “Bye-
bye! I’m leaving.” So, Khenpo Sodargye said 
jokingly that in this Dharma-ending Age, we 
as the masters may need adapt by using these 
methods to serve our disciples and make 
them happy.

好，依止善知識這一段，我們就講到這裏。

Ok, that’s all about how to follow spiritual 
teachers for now.

（未完待續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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怙佛佛子三密舞，紹繼九乘法業尊，

大恩父師祈加被，所言悉能利有情。

今得妙依人身寶，解脫堅地不修至，

後落恐怖險惡趣，縱諸樂名亦難聞。

壽命無常日落西，晝夜飛馳愈近死，

若不速修殊勝法，至身次融心必悔。

六道高低何處生，唯苦無機得安樂，

何時不變永久樂，無漏勝果理應修。

業果毫釐無欺處，若非取捨勤無懈，

身陷痛苦泥潭時，錯心自相當顯露。

青春妙齡諸男女，心中不念吾當死，

死敵猶如空霹靂，悲哉不知何日臨。

手握權柄高官輩，心傲如旗高高揚，

陌地狹長中陰路，無伴漂泊心定憂。

以財莊嚴衆富翁，若營現世利散亂，

瞳仁黯然變青時，心雖戀財無能住。

自詡英勇無畏者，希圖久占自領地，

猛利勤作無義罪，馳走地獄心定顫。

四大身衰老朽翁，猶計久活勤營作，

豈汝已與閻羅軍，達成友好協議耶？

體衰具心老僧人，修持三學拋崖下，

觀汝黑財養家眷，宛若後世定相逢。

聲名赫赫諸長老，行爲效仿俗官員，

似與威名閻羅敵，對戰當能降伏彼。

今時大地凡愚衆，無餘捨棄諸善法，

好似地獄全毀壞，不然決定皆瘋狂。

善緣具足諸男女，心應冷靜殷重思，

此生若不勤修善，未來遇法當極難。

具德恩師心歡喜，賜予善教之利益，

奇珍摩尼亦難比，莫捨彼教當修習。

今值三乘法船時，應速度越生死海，

到達解脫之彼岸，違此豈有更大罪！

道之三學聖教圖，堅固心上巧摹繪，

任憑舉世讚與毀，關要無誤樂至樂。

願聞此歌諸有情，趣入行持十善道，

後置極樂淨土中，自在得佛三身地。

⳨气勏辺䌑�㎃劓䐶▟傽訒▇免ꮣ僘崦
榓舂耘ꃎն

꿈㙨ㄌ㠺

��註：轉載自益西彭措堪布官方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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քⸯ倁օ
洡蕝땳溻氮㶇噺䨿蔺ն将⛰茤蔸靨䥢⮘
䗼✐⯵洡蔦洩湖땳蔦ꇷ곑ն⠾将䖦┯
蔸靨䧶鱎ꊥ㩣瞏┯婞▇䗼⯵将▇䖦
⪢두㚆偠묶ꬄ▇╚侚蔺땳딳佰伎ն将㵀
偠䗼✐汶㎈⻔免曆㶇┿┞⮘䙐㵶㎈⻔
♥䔦⻄岙将䗼✐⯈漩鱪气ㄌꇔն婟㜾
嚤┯槏劋ն䔦✑興□┯槏劋✑䘱䘲ն┯
✑興□┯槏劋✑婛ㄼն⛰蔸靨䥢⮘䗼
蔦撬噺걁巆脯琀䢘⟺溻㙨ꩾ焎ն澚籮
⪿⮘┯⺪攍♁☭饿剹▇孉┯䛄俓䖪꽆
㠁✐率臊鮃ꮴ蔣┞薮做劔㷞漩ն将卸茤
㠁儱⯵䖦㐌婞㝕⩱僻䔦ꊥ딳ꊥ玘➬
摾㐌⺪㴘麄焎ն⠾将䖦⩰ꊥ⯵♨ꊥ䬲
ꊥ✇茤♥䔦ꇷ곑┯伎□♑䖦ꄽ딳玘
겴劔㸰脯┻ꂀն蝄噺潍䝠疿⯵桼㠁㸅
ꡙ沖蕇劔䓺偅儙ն将┯蔸䖦䗼✐脯姰
煝疵婟▇澶潸┯焒婟䖦➬䧯땳甦ն饏
㠁㸅ꡙ摾簥孉㘚㒻蔦劋攍㝙攍㐌ն将
▇䖦錻㘚㒻㸖广㎷脯姰䕒婟㠁㘚㸖
广⸦▇ꡙ偖┯茤溭⩱ն䧶劔溭脢╺㠱
⩱긌ꡙ⩱□ն婟◜┻翞▇䍳㜾㠁㚆寊
挩յ㠁侬꾁旓♨䗼✐⯵摾噺땳┯巆焎ն
վⷧ⩱岻䊘㈇阌ꛈտ ք剹◝օ◩㎃

洡蕝땳溻氮㶇噺䨿蔺ն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有些人可能會遭遇疾

病，有些人可能會遭遇魔障，所謂的疾

病、魔障都是由宿世的惡業所致，不是無

緣無故的。

我們一定要明白：我們遇到任何所謂的不

順利的事情，不能去抱怨任何人，這都是

我們自己過去的惡業所感召的；如果沒有

過去的惡業，不可能碰到所謂的病與魔。

我們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麽辦？

将⛰茤蔸靨䥢⮘䗼✐⯵洡蔦洩湖땳蔦
ꇷ곑ն
很簡單，印祖告訴我們的要訣是「至誠懇

切念佛」。當然，至誠懇切持呪、念經也

是一樣的，關鍵在於「至誠懇切」。

我們如果能夠至誠懇切念佛、持呪、念

經，業障就会消除，那麽病自然而然就痊

癒了，魔自然就遠離了。 

⠾将䖦┯蔸靨䧶鱎ꊥ㩣瞏┯婞▇䗼⯵
将▇䖦⪢두㚆偠묶ꬄ▇╚侚蔺땳딳佰
伎ն
如果沒有效果，我們要瞭解是因爲心不至

誠。不但心不至誠，內心當中還產生邪婬

等不正之念。如此一來，心就全都墮於黑

闇之中，所以就會有魔鬼來攪擾。

将㵀偠䗼✐汶㎈⻔免曆㶇┿┞⮘䙐㵶㎈
⻔♥䔦⻄岙将䗼✐⯈漩鱪气ㄌꇔն
另外就是念佛、誦經、持呪以後，要爲宿

世一切怨親債主回向，希望他們都能夠以

此功德往生極樂，獲得解脫。 

婟㜾嚤┯槏劋ն䔦✑興□┯槏劋✑䘱
䘲ն┯✑興□┯槏劋✑婛ㄼն
除此之外一概不理會。出現鬼叫聲，我們

也不用怕；它不出聲，我們也不要歡喜。

⛰蔸靨䥢⮘䗼蔦撬噺걁巆脯琀䢘⟺溻

㷞⟶䑜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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㙨ꩾ焎ն
只要至誠懇切地念佛、念經、持呪，業障

自然消除，福報和智慧自然增長。

這就是如何面對病與魔的要訣。首先要瞭

解所謂的病與魔都是自己過去的業力而

已，沒什麽可怕的，關鍵就是要好好地懺

悔業障；然後要至誠懇切地念佛、念經、

持呪，遠離不正之念，時時刻刻保持覺

知，保持正念；回向的時候，把所有的功

德回向給宿世一切的寃親債主，讓他們都

能夠以此功德往生極樂淨土，都能夠解脫

成佛。

澚籮⪿⮘┯⺪攍♁☭饿剹▇孉┯䛄俓
䖪꽆㠁✐率臊鮃ꮴ蔣┞薮做劔㷞漩ն
這句話非常重要。我們很多人可能以前也

學過聞法的要點。聽法的時候應該怎麽

聽？《普賢上師言教》裏面說得很清楚

了首先要發菩提心；然後要具足五種

觀想：把講法的上師觀爲真正的佛陀，把

講法的處所觀爲佛陀的淨土，把所有的同

學和道友觀爲菩薩，把法觀爲無上甚深的

微妙法，把時間觀爲超越三世的永恆時；

而且要斷除聽法的種種過患，如「器之三

過」等；同時要具足「看病四想」等聽法

的要訣，這樣才能夠如法地來聽法。如果

不如法聽法，效果就會非常差。

如法地聽法應該這樣，看經典也應該這

樣，如同佛陀、祖師以及聖賢親自降臨一

般，這樣才會有真實的利益。

現在網絡、印刷業非常發達，可以很容易

看到經書，聽到法，聽到錄音，看到錄

影，但是很多人在很容易得到這些佛法、

聖賢的教誨的時候，卻沒有恭敬心。這樣

不但得不到任何利益，反而造下了輕慢的

罪業。

如果以輕慢之心聽錄音看錄影，特別是一

個人在房間裏面的時候，可能姿勢都不

正，沒有親臨現場的恭敬心，這樣的話，

聽法的時候就造下了無窮的罪業。這叫求

升反墮本來想求解脫的，但是因爲輕

慢之心，反而造下了無窮的罪業，不但不

會開智慧，反而會增長愚癡。

看經典也是一樣，不能隨隨便便看。如果

以輕慢之心，對經典沒有恭敬之心，像看

小說一樣來看，不但沒有任何功德，反而

因此造下了輕慢佛法、聖賢之道的罪過，

反而會變得更加愚癡，業障更加嚴重。

印祖說：「看經典，切不可照今人讀書之

毫不恭敬，必須如佛祖聖賢降臨一般，方

有實益。」我們聽錄音、看錄影、網絡

上聽法、現場聽法、看經典、讀經典都應

該有這樣的恭敬之心，都應該具足聽法所

有的要訣，才可以得到真實的利益。如果

不是這樣的話，就會招來無窮的過患，增

長業障，減損智慧，變得更加愚癡，因爲

輕慢正法，輕慢智慧，輕慢聖賢之道的緣

故。

将卸茤㠁儱⯵䖦㐌婞㝕⩱僻䔦ꊥ딳ꊥ
玘➬摾㐌⺪㴘麄焎ն
如果能夠做到上面說的，我們的心就會正

大光明，那些邪鬼邪神，就沒有安身之處

了。

我們爲什麽被邪魔所擾亂？是因爲內心當

中有惡念，有不好的念頭，如果內心當中

㷞⟶䑜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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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光明，跟邪魔不相應，邪魔就沒辦法

來害我們。

如果我們的心是佛，就與佛相應；如果我

們的心是菩薩，就與菩薩相應；如果我們

的心是聲聞緣覺，就與聲聞緣覺相應；如

果我們的心跟五戒相應，就與人道相應；

跟十善相應，就與天道相應；跟貪瞋癡相

應，就與地獄、餓鬼、畜生相應。

《觀無量壽經》裏面講：「是心是佛，是

心作佛。」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來自於自

己的心，內心如果正大光明，就不會有任

何所謂的邪鬼邪神。

⠾将䖦⩰ꊥ⯵♨ꊥ䬲ꊥ✇茤♥䔦ꇷ곑
┯伎□
我們內心當中有邪念，就會招來不好的東

西。 重要的是時時刻刻要保持覺照，內

心當中要放鬆；產生妄念時，不要被它帶

走，具足正知正念，這樣就沒有問題。

♑䖦ꄽ딳玘겴劔㸰脯┻ꂀն
他心通鬼神雖然有，但是神通力小，而且

非常有限。

蝄噺潍䝠疿⯵桼㠁㸅ꡙ沖蕇劔䓺偅
儙ն将┯蔸䖦䗼✐脯姰煝疵婟▇澶潸
┯焒婟䖦➬䧯땳甦ն
如果我們的心達到業盡情空的境界，則如

同寶鏡在前，自然映現出一切的影像。

如果我們沒有至心念佛，沒有好好修行，

卻很喜歡神通，想研究這些神通的事情，

這樣的心就會變成魔種，魔就會乘虛而

入，因爲我們有追求，有貪心。

饏㠁㸅ꡙ摾簥孉㘚㒻蔦劋攍㝙攍㐌ն
将▇䖦錻㘚㒻㸖广㎷脯姰䕒婟㠁㘚
㸖广⸦▇ꡙ偖┯茤溭⩱ն䧶劔溭脢
╺㠱⩱긌ꡙ⩱□ն婟◜┻翞▇䍳㜾㠁
㚆寊挩յ㠁侬꾁旓♨䗼✐⯵摾噺땳┯巆
焎ն
比如寶鏡，如果沒有絲毫垢染，自然照天

照地。

如果我們的心被塵垢覆蓋，卻想得神通，

就好像覆蓋了厚厚塵垢的鏡子，不可能發

光，即便發光，也是妖光，不是鏡光。

所以在沒有獲得證悟之前，不能去追求所

謂的神通境界，一定要把這些東西置之度

外。時時刻刻以無常的正念，像墮入水

火，像撲救頭上的火一樣好好地持呪、念

佛，那麽所有的業障都可以消除，所有的

魔障都可以消除。

特別是我們修行金剛乘，如果有正大光明

的菩提心，好好地念誦蓮師心呪，就可以

遣除一切的魔難，消除一切的疾病。

（未完待續）

㷞⟶䑜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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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們中國人過年的時

候，家家戶戶都要在大門上貼一個大大的

「福」字，而且很多人還講究要倒過來貼，

寓意著「福到我家」。每個人都有美好的

心願，都想要福氣臨門，但是把「福」倒

過來是不是真的能招來福，不好說，不過

我倒是可以肯定地告訴你：積累福報的確

是有方法的，而且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積累

福報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古德云：「命由

我作，福自己求。」

我們知道福報爲王，一個人的福報決定他

的命運。今天我要給大家介紹的是佛教中

極爲強有力的積累福報的方法六波羅

蜜，它鐵定能給你帶來大福報，只要你真

的按照這六條去做。不過這「六波羅蜜」

是非常深奧的，佛經裏專門有《大乘理趣

六波羅蜜多經》，專門講六波羅蜜，很厚

的一本，裏面內容非常深，不僅僅是講積

累福報，而且是講如何解脫成佛的。

 

我們今天按照比較淺的方式來講，深奧的

一部分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講。先來學習用

六波羅蜜積大福報、獲得一切世間吉祥的

方法。

䉘偢峒耈逼
布施可以消除我們的吝嗇之心。我們每個

人都有吝嗇之心，用中國話講叫小氣。大

家想，小氣的人能不能成大器？成不了

大器，這個名字就叫小氣，你怎麽能成大

器？成大器應該心量要大，心量要大就不

能小氣。布施波羅蜜就是讓我們消除這種

內心的吝嗇和小氣的方法，讓我們的心胸

開闊，懂得付出，把小我放大，去包容別

人。

首先你要包容自己的父母親，包容家人，

要把父母親當成自己，把家人當成自己，

把你的先生，把你的太太，把你的孩子當

成自己。你好好地去服務他們，真心真意

對他們好，爲他們付出，希望他們快樂。

然後要把你的愛心擴展開來，從自己家庭

開始，推而廣之，對天下的一切衆生你都

要有這樣的一份愛心。

布施波羅蜜有三種：財布施、法布施、無

畏布施。

財布施就是給予錢財、物質上的幫助。

法布施就是給予智慧，給予精神上的教

導。

無畏布施就是讓別人離開畏懼，讓別人感

到安全，得到關懷、得到愛，這是很重要

的。

我們要從這三個方面去付出，這就是在積

累善行，積累福報。古代中國非常重要的

一部典籍《周易•文言•坤》中說：「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我們行持布施波羅

蜜，不僅是順應他人的需要，讓他人歡

喜；更是順應我們自己的需要，令我們能

夠改善命運。所以我們布施的對象其實也

都是我們的福田，給我們種福報的機會。

䭦䧱峒耈逼
什麽是持戒波羅蜜？戒就是戒律，持就是

守持，合起來就是守持戒律。佛教的戒律

都是爲了保護我們不受傷害而制定的，有

別解脫戒、菩薩戒和密乘戒，不過這些比

較深奧，我們今天 主要的是先領會戒律

的精神內涵止惡行善。跟我們的日常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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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相結合，我覺得首先我們要做到六個

字：合情、合理、合法。

第一條，合情，就是你要合乎人情。我們

跟任何人接觸，要讓別人開心，跟任何人

都能和諧相處，做事情要符合人情。

第二條，合理，要合乎天理。天理是什

麽？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違背天

理就違背了人心，違背天理、人心，就不

可能長久。良心每個人都有，你摸摸自己

的良心，憑心而做，不用去問任何人。這

件事情該做不該做，你心裏有答案，不用

問別人，看看自己的良心能不能過得去。

第三條，合法。不管是在任何一個國家，

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這也是趨吉避凶的

重要原則。

我們想要有福報，就要知道什麽樣的行爲

會積福，什麽樣的行爲會折福。古代的醫

王孫思邈寫了一本書叫《福壽論》，裏面

說：「福者，造善之積也。」什麽是福報？

積累的善行就是福報。所以持戒很重要，

它教會我們如何止惡行善、趨吉避凶。

䖵ꀶ峒耈逼
什麽是忍辱波羅蜜？就是你要懂得吃苦。

任何人、任何事情要成功，一定會有一個

艱苦奮鬥的過程，不可能很輕鬆地成功。

我們一定要忍耐，要去面對所有的辛苦，

沒有這種忍耐是不會有大成就的。古代的

高僧大德說， 大的力量就是忍辱。面對

各種情況我們能夠忍下來，這就是 大的

力量。也只有忍得下來，才能夠成就大事

業。古人講：「小不忍則亂大謀。」要成

就大事業，就得能夠忍；你忍不住，就成

就不了大事業。佛經中說：「能行忍者，

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忍辱波羅蜜是非常

積功累德的一種修行。

窢ꅽ峒耈逼
精進波羅蜜是什麽意思？就是我們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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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要付出努力，要全力以赴。做任何

事情，如果真的能夠拼命，就能做出成績

來；如果每天懶懶散散，恐怕什麽事情都

做不出來。

那麽我們主要在哪些方面精進努力呢？就

是在其他五個波羅蜜方面，我們要在布

施、持戒、忍辱、禪定和般若這五個方面

精進努力。前面說了， 「六波羅蜜」是

六種強有力的積福要訣。但是光聽不幹是

沒有用的，而且不努力幹也是不行的。

琹㴼峒耈逼
禪定波羅蜜分兩層意思來講：第一層意

思，什麽叫禪定？用我們俗話來講就叫專

注，專心做事情。佛教裏有一句話叫「制

之一處，無事不辦」。

禪定的第二層意思，就是要經常靜坐禪

修，用靜坐禪修來提升自己的身心。佛教

講：「由戒生定，由定發慧。」我們前面

講持戒波羅蜜，因爲你自律，你就可以修

禪定；有了禪定，你就可以開智慧。

薮蝄峒耈逼

「般若」是梵語，用中國話來講就是智

慧。智慧是什麽？就是能夠瞭達萬事萬物

空性的本質，知道一切事物都有無窮潛在

的可能性。你知道萬事萬物的本質，就可

以轉化萬事萬物。所以，有佛法，就有辦

法。

通過般若，我們才能夠真正地克服自己的

煩惱。那麽煩惱的源頭是什麽呢？所有的

煩惱都是來自於「我」。有個「我」，就

會有「私」，因爲有自私，你才會煩惱；

你如果無私了，就沒有煩惱了。般若空性

終就是達到無我，如果沒有「我」，誰

來煩惱？沒有了。所以般若空性 後可以

讓我們達到完全解脫的境界。當然這部分

更是深奧，以後再進一步跟大家探討。

後，我也送給大家一句新年祝福，願大

家
懺罪改過，歲歲平安；

積福行善，年年如意。

祝願你們

春節快樂

闔家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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ꃼ癃딳
ꁹ鬙玘溸婞牟㥍⳱

正月初五，俗稱「破五」，是中國民間「迎財神」的日子哦。

初五的習俗活動大多圍繞著財富主題：「送窮」「拜財神」

「開市貿易」等等。

 

財富作爲福報的一方面，的確令人心馳神往。對於這個

令人心動的話題，在佛教中也常有涉略，甚至可以說，

究竟的財富之道恰恰就是在佛教的智慧之中。畢竟佛陀

是宇宙中唯一「福慧圓滿」的兩足尊，而修行成佛的道

路上，積累福智資糧也是永恆的話題，正所謂「福智無

邊誓願集」！

 

每逢大年初五，智廣阿闍梨都會開示「送窮鬼、迎財神」

的珍貴教言，還會傳授佛教中非常厲害的增益法，然後

在這一年當中就會真的湧現出一批「脫貧」「致富」「奔

小康」的道友。小編因工作之便常常聽到這些羨煞人的

感應案例，但是對比這些力行得非常好的道友，小編是

既隨喜又汗顏啊！

 

爲什麽呢？因爲……慚愧！自己枉做了這麽多年阿闍梨

的弟子啊，這奔小康的步子咋就這麽慢、這麽小呢？又

逢初五了，回顧阿闍梨的教言，才發現這「送窮鬼、迎

財神」的姿勢，自己一直就沒做對啊！

 

爲了讓衆多和小編一樣渴望財富的師兄們快速走上康莊

大道，小編決定今年吐血也要將阿闍梨教導的財神祕笈

整理出來，好好地和大家一起漲漲姿勢。

 

 

锢鬙㶡剳锢䌐㴘㠁䟩
 

話說財富雖好，但是平安是福，吉祥是寶。在您翻開《財

神祕笈》之前，先來探探阿闍梨新年寄語裏的至寶吧！

 

頿牟牍疚���鸭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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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䌑㶑靤
今天是正月初五，是所謂的「送窮鬼、迎

財神」的日子。我發現新年裏就是正月初

一和初五這兩天鞭炮放得 熱鬧，人們也

都在互相祝福著「歲歲平安、年年如意」。

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道友在新的一年裏

面，都能夠福慧增上，吉祥如意。

那麽究竟怎樣才能夠歲歲平安、吉祥如意

呢？是不是嘴巴裏講講就可以了呢？

歲歲平安是一個結果，它的因是什麽？就

是要斷除惡業，淨除罪障。如果我們斷除

了惡業，淨除了罪障，就一定歲歲平安。

年年如意也是一個結果，它的因又是什

麽？就是需要有福德與智慧的資糧，如果

我們沒有福報，沒有智慧，我們是不可能

年年如意的。

所以在這辭舊迎新的春節裏，大家除了互

相祝願「年年如意、歲歲平安」以外呢，

更重要的是要行持平安和如意的因淨

除罪障、積累資糧。

看來要達到全面「平安和如意」還需要一

個大工程才行，今天初五，我們還是來解

決一下「小小的」財富問題先吧！

锢ꃼ锢ꁹ⩰䕒䪨⯒
ꮣ唛ꪛ獏靾
在正月初五這一天，一般人雖然知道要送

窮鬼、迎財神，但是呢，卻不知道窮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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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裏，財神在哪裏，所以這個窮鬼也送不

走，財神也迎不來。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初五很多人會打掃衛生，把垃圾全部掃到

門外，然後再放鞭炮，驅趕窮鬼，到底管

不管用呢？有的已經做了很多年，但還是

很貧窮。

很多人初五殺豬殺雞，然後供在五路財神

面前，祈求發財。真的發財了嗎？恐怕會

更糟糕。

所以要想送窮鬼、迎財神，你首先要找到

窮鬼和財神在哪裏。

ꮣ唛ꪛ獏靾
真正的窮鬼，並不在外面，也不在家裏。

真正的窮鬼，就是我們內心的慳吝和貪

婪。

這個也要，那個也要，總是不滿足，總是

在索取，這就是我們貧窮跟匱乏的真正原

因。慳吝跟貪心，讓我們也變成了「窮

鬼」。

同樣，真正的財神，也不在外面，知足和

慷慨之心，就是財神。

《十善業道經》中講：「若離貪欲，即得

成就五種自在。何等爲五？一、三業自

在，諸根具足故。二、財物自在，一切怨

賊不奪故。三、福德自在，隨心所欲，物

皆備故。四、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

獻故。五、所獲之物，過本所求百倍殊

勝，由於昔時不慳嫉故。」

所以，榮華富貴恰恰是沒有貪心的人才能

得到。有些人認爲，學佛的人絕對不能榮

華富貴，因爲榮華富貴就是有貪心。這個

認知是不對的，這是把因果搞顛倒了，榮

華富貴恰恰是沒有貪心的果報。

一個人榮華富貴，恰恰代表他過去種下了

富足的因、不貪的因、不吝嗇的因。如果

你還在感到生命匱乏，恰恰是因爲你有貪

婪之心、慳吝之心。

看來，窮鬼和財神都住一個地方，那就

是住在我們的心裏。

ꃼ癃딳յꁹ鬙玘溸婞牟㥍⳱
既然知道了窮鬼和財神在哪裏，下一步自

然就要行動嘍，今天是初五，您可一定要

記好了應該怎麽做啊！

ꮣ唛ꪛ獏
送窮鬼，就是要送走慳吝、貪婪之心。

迎財神，就是要迎來知足、慷慨之心。

那這個窮鬼怎麽個送法呢？就是要下決心

把慳吝和貪婪的惡習從心裏趕出去，要懺

悔以前慳吝、貪婪的錯誤心態，以及因此

犯下的錯誤，發誓再也不造，堅決斷除。

然後在日常生活中對境練心，保持覺知。

那怎樣才能培養知足、慷慨的心態呢？就

是要在現有的條件當中找到快樂，感恩自

己已經擁有的，並且在現有的條件當中，

不斷地去布施，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

人，這就是真正的財神。

只有當我們內心知足的時候，才會想著我

的生命當中已經非常豐富了，我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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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可以分享給他人。如果你每年都有很

多很多的東西送給別人，那就是在種下很

多財富的種子，是真正的「年年有餘」。

如果你老是想著我很缺、我很窮、沒有

餘，自然不可能「年年有餘」。

當然除了內心的財神，外在的確也有很多

財神，比如民間所說的文財神、武財神，

佛教中增益法的本尊，如地藏菩薩、虛

空藏菩薩、大黑天、毘沙門、黃財神等等

（在此我們姑且順應民俗代稱爲「財神」）。

但是只有在迎來內心知足、慷慨的財神基

礎上，再修各種增益法、財神法，這個修

法才能夠靈驗，各方「財神」才能真正幫

得上你。那是因爲你有富足的內在，你有

財富的種子。不然的話，財神也不一定能

幫得上你。

當我們真正明白了，做到了，我們今天（初

五）這個送窮鬼、迎財神就很成功了。

關於這個話題，在接下來的《財神祕笈》

連載之中，阿闍梨還會有詳細的開示。想

使自己修的財神法靈驗，記得關注後面的

更新哦。

 

怎麽樣？想發財的朋友們，送窮鬼、迎財

神的學問還挺大吧？說容易也挺容易，說

難也挺難。懂技術，種子就會種得好，長

得好，果也大，結得快；不懂技術，那就……

大過年的，就不虐人了。

 

不過小編提醒您一句，連載二裏，是種種

子的技術篇，別忘了來切磋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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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䧗䠥䭷⽂❔蔦冝䏻ꮣ唛溸䝠☭硽瑃朮

想要一種「沒有過失」的愛

想要一種「具備功德」的愛

想要一種……真愛

佛系伴侶

正確相愛

隨緣成就

今天聽智廣阿闍梨與我們分享：

✐笡䧖䠁䭰ⷂ

✐气嵛
��



冝䏻ꮣ唛ꪛ獏䠁溸ⳛ塍
真愛的動機是什麽？這個是 重要的，如

果這個動機是錯誤的，那麽後面一定會得

到痛苦。

 

一般世間的人無非是想自己得到快樂，所

以去找一個愛人，這就是一般世俗的伴侶

關係：把伴侶當成解除自己寂寞的一個對

象，或者是爲了生兒育女、完成人生的任

務，成家立業。

 

有的時候是被逼婚，特別是很多未婚大齡

青年，回家過年， 怕的就是要被逼婚。

過年特別焦灼的事情，就是回家會被逼

婚。

 

很多年紀大的人，他也不知道爲什麽要成

家，只不過覺得兒女年紀大了，就應該成

家，就是人生的一個任務，他也沒有思考

過其中的任何含義。這就是我們講的 低

層面的一個伴侶關係。它的動機要麽是盲

目的，要麽是自私的。

 

再高一等的就是希望能夠延續祖先的血

脈、延續生命的傳承，進而爲了延續文化

的傳承。儒家講「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後代的使命是要傳承祖輩的事

業、傳承先代的文化。所以中國古代爲什

麽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就是因爲

希望通過孩子來把我們祖先的基業傳承下

去，把祖先的文化智慧傳承下去，所以爲

什麽對後代這麽注重，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你是爲了這樣一個目標去尋找愛、尋

找伴侶，那麽這種動機就是儒家的動機，

這種動機當然要比盲目的或者自私的動機

好得多的多！

 

儒家認爲，夫妻關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

個關係，被稱爲「五倫之端」。爲什麽這

麽重要呢？是因爲有了夫妻才會有父子，

有了父子才會有兄弟，有了兄弟才會有其

他的任何關係，所以夫妻關係是一切關係

的源頭。

 

儒家對夫婦的要求是「夫義婦德」，不能

把對方當成一個解除寂寞的工具，或者是

生兒育女的工具，這在儒家裏面是很反對

的。

 

儒家的觀點認爲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延續道義、延續種族、延續文化的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我們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也要從夫妻關係開始。我們講天下太

平，首先要家庭和諧；家庭如果不和諧，

天下就不可能太平，所以說「家和萬事

興」。那麽家和首先就要一室和，夫妻是

在一個房間、一個室。所以天下要和，首

先要家和；家和，首先要室和，所以夫妻

關係的和諧非常重要。

 

這是儒家層面的伴侶關係，把婚姻當成意

義重大的一件事情，甚至關係到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的事情。

當然更高的一種境界是用菩提心的動機去

尋找愛，去面對婚姻。雙方爲了一起達到

生命圓滿的覺悟，一起能夠利益無量的衆

生，在這個過程中破除我執，忘我利他，

這才是真愛，是 有意義的伴侶關係。

本師釋迦牟尼佛曾經也以這樣的一種示現

來給我們做過榜樣。釋迦牟尼佛的前生有

一生名字叫做雲童子。雲童子是一位非常

了不起的在家菩薩，有一次聽說燃燈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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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弘揚佛法，雲童子就準備去買蓮花供養

佛陀，但是他找遍了整個城市都買不到蓮

花，因爲誰都知道佛要來，所以蓮花都已

經全部賣完了。他後來看到有個女孩子抱

著很多蓮花，他就說：「你能不能賣我幾

支？」這個女孩子名字叫青衣，她知道雲

童子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菩薩。她就說：

「如果你能夠娶我爲妻，我可以把蓮花送

給你；你如果不娶我爲妻，我就不賣。」

這個雲童子就說：「你如果能夠支持我修

行成佛度化衆生的話，我可以娶你爲妻。」

所以這個時候就結下了這樣的因緣，這個

青衣就是後來釋迦牟尼佛的太太耶輸陀

羅。後來他們生生世世都是夫妻，不是一

輩子，生生世世都是夫妻，一直到成佛爲

止。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佛教裏的愛情例子，對

不對？他們的這種結合，完全不是爲了自

己的快樂，也不只是爲了延續子孫的血脈

而已，而是爲了互相幫助，共同去修行，

成就無上菩提，然後去度化一切衆生。這

是本師釋迦牟尼佛爲我們示現的一個很好

的案例。

所以動機決定你 後的結果。你要尋找一

個伴侶，或者要成立一個家庭的動機是什

麽？如果你的動機本身是自私的，只是爲

了自己的快樂，那麽你一定會有痛苦，爲

什麽呢？因爲你的根是痛苦，所以你的結

果一定是痛苦。

 

真愛的目的、動機和意義到底是什麽？如

果我們瞭解了這個意義所在，那麽這種婚

姻關係就不會變成輪迴的因。如果我們都

是爲了成就無上菩提，都是爲了度化一切

衆生，我們就成了菩提眷屬。這不但沒有

任何過失，反而非常有功德。以這樣的真

愛，發菩提心，雙方一定會共同走向生命

圓滿的覺悟。

也許你和我一樣，暫時不能以圓滿的菩提

心作爲愛的動機，那麽，至少我們可以練

習，練習一場趨向於無上菩提的真愛。

菩提心是願爲了一切衆生快樂無憂而修行

成佛的心，它是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爲基

礎的。

所以，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讓我們一起修

一座慈心禪吧，願把一切美好與溫柔，帶

給你。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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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剒繠涸㥎牟冝䏻ꮣ唛溸㟖玘硽瑃朮鸭鯺♧

又是一年三八婦女節，今年的節日我們聽故事，學楷模。

聽智廣阿闍梨講，佛陀在《法滅盡經》裏有個授記：「法欲滅時女

人精進恒作福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語。」佛陀說，末法時代，四衆

弟子裏面，最最厲害的就是優婆夷了。

目前來看，好像是這樣的。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的佛弟子，都是女居

士佔最多數。女性被授記末法時代最容易成就是一件讓人歡喜的事

情，因爲女性該學什麽、做什麽，可是關乎著一家、一國、一世界

乃至佛陀正法的前途。

所以，不管您身爲女性還是男性，都應該好好學習下面阿闍梨的開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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冝䏻ꮣ唛ꪛ獏
今天我們要講一位佛陀時代女性成就者的

故事，也是所有女同胞的楷模，她的名字

叫勝鬘夫人。這位勝鬘夫人是當時印度憍

薩羅國國王波斯匿王和末利夫人的女兒，

聰慧利根，悟性非常好，後來嫁到阿踰闍

國，成爲阿踰闍國國王的夫人，叫做勝鬘

夫人。

勝鬘夫人後來在父母親的影響下開始學

佛，學佛後非常厲害，在阿踰闍國中弘揚

大乘佛教，度化了整個國家七歲以上的所

有人，使他們都信奉大乘佛教，整個國家

變成了佛化國家，是佛教歷史上非常了不

起的一個成就。當時勝鬘夫人年紀也不

大，可以說是歷史上一位年輕女性修學佛

法的楷模。

勝鬘夫人的父親波斯匿王，翻譯成中文叫

做勝軍王，意思是他用道德來統治人民，

和外敵、內寇的戰鬥往往攻無不克、戰無

不勝，所以叫勝軍王。他的第一夫人就是

末利王后。

有一天佛陀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準備

開始講法，當時波斯匿王和他的王后也去

參加聽法，他們想：我的女兒勝鬘這麽有

智慧，應該讓她一起來聽法，她一定能夠

獲得證悟。所以波斯匿王就寫了一封信給

他的女兒，信裏讚歎了佛陀無量的功德，

希望她回來聽法。

遠在異國他鄉的勝鬘夫人接到父母的來信

後，內心無比歡喜，還沒有來到佛陀面

前，就對佛生起了無比的信心。當下便作

了偈子來讚歎佛陀，她說：「我聞佛音聲。

世所未曾有。所言真實者。應當修供養。

仰惟佛世尊。普爲世間出。亦應垂哀愍。

必令我得見。」勝鬘夫人希望普爲一切衆

生說法的偉大佛陀可以垂愍她，加持她。

因爲她的福德資糧和這種不可思議的至誠

懇切，佛陀馬上就在她的面前顯現出來。

 

勝鬘夫人和宮內眷屬都看到佛陀在空中顯

現，抑制不住內心的感動歡喜，踴躍地匍

地頂禮佛陀，請求皈依。佛陀給她們傳

授了三皈依，並對勝鬘夫人說道：「汝歎

如來真實功德。以此善根當於無量阿僧祇

劫。天人之中爲自在王。一切生處常得見

我。現前讚歎如今無異。當復供養無量阿

僧祇佛過二萬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普

光如來應正遍知。」佛陀直接給勝鬘夫人

作了授記，說她未來會成佛，就叫普光如

來。勝鬘夫人非常感激佛陀的慈悲，特別

是對佛陀「一切衆生皆能成佛」的平等之

教，充滿了無限的歡喜和信心。

在釋迦牟尼佛教法裏說，當你憶念佛陀的

時候，其實佛陀就在你的面前，能不能看

到，取決於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緣。善根

福德因緣成熟的時候，就可以看見；如果

善根福德因緣不夠，不一定能看見。

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不管我們能不能看

得見，在我們祈禱的時候，一定要相信佛

陀已經在我們面前了。祈禱佛陀，對佛

陀說的任何話，佛陀全都知道，佛陀也會

馬上給你 恰當的回應，但是不一定是按

照你的心願去回應，因爲你的心願不一定

是正確的。就像孩子向你討東西，你不一

定會給他，但這並不是你不愛他，你是以

適合他的方式去回應他，而不是一定以

滿足孩子心願的方式回應。一樣的道理，

佛陀對我們也是一樣，我們祈禱佛陀的時

候，佛陀一定是馬上會出現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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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定會馬上回應我們，但是，是以 適合我們的方式來回應，

而不是一定滿足我們的分別心。

勝鬘夫人得到佛陀的授記以後，在佛陀面前發了十大願，也就是發

願受持十條戒律。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偠䨿⺇䧱┯鱎枩䖦նց
就是說從今日起，一直到我證得菩提，對於我所受的戒律，我絕不

生起毀犯之心。

我們要隨學勝鬘夫人，不管我們受過三皈依、五戒、菩薩戒、十善

戒或者是三昧耶戒，對於自己所受的戒，儘量地要守持清淨，不毀

犯。當然我們一點都不犯不太可能，我們要儘量做到不犯。如果有

犯戒的話，要及時地懺悔，多念准提呪、百字明、金剛薩埵心呪、

噶瑪朗巴懺悔文等，這很重要。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偠頳㸦ꩾ┯鱎䢌䖦նց
就是對所有比自己年長的長輩，包括上師、老師、所有的父母、所

有的領導等所有的尊長，絕不生起輕慢之心。勝鬘夫人非常了不

起。它其實已經涵蓋了一切的孝道和師道，孝道就是對一切的長

輩，師道就是對一切的老師。我覺得這也是含義非常深刻的一條發

願。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偠頳气┯鱎䚣䖦նց
勝鬘夫人發願對所有的衆生都絕不生起瞋恚之心，這個是相當厲害

了。這一點我們能不能做得到，不太好說，我們可能經常生起瞋恚

之心。瞋恚心的過失很大，如果我們能夠不起瞋恚心，這是無量的

功德。東方阿閦佛 殊勝的一條誓言就是「對衆生不起瞋恚」。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偠♑麄虝㜾⪾┯鱎㭓
䖦նց
對於他人的福樂、美貌以及資生對象，絕不生起嫉妒之心。別人的

福報比我大，相貌比我好，財富比我多，我絕對不生起嫉妒之心。

這個發願也很厲害，因爲一般來說女性的嫉妒心會比較強一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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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衆生不起嫉妒之心也不容易。所以，

勝鬘夫人非常厲害！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
偠⪡㜾岻┯鱎䢴䖦նց
勝鬘夫人說，我所有的一切，如果有人要

求，我一定全部給他，絕不吝嗇。這也很

厲害！因爲這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所以

從她的發願可以看出來，她肯定不是一般

人。一般人很難發這種願。我們有些女同

胞，看了以後可能會說：「哇，太可怕了，

有這樣發願的嗎？」我覺得大家應該經常

讀一讀勝鬘夫人的這個願，哪怕現在發不

起來，也要發心以後發起來。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
┯蔦曆䉁⺇汬鬙朮ն⭡劔䨿⺇䛳曆䧯斀鬢
蝆气նց

勝鬘夫人說，我不是爲了自己而儲蓄財

物，這些財物是爲了一切貧苦的衆生而儲

蓄的。其實你賺錢、存錢都不是爲了自

己，因爲如果一口氣不來，那什麽都不是

你的了。我們也要隨學勝鬘夫人，對自己

擁有的財物沒有吝嗇之心，能夠不爲自己

儲蓄財物，而是爲了一切衆生而儲蓄財

物，儘量地爲佛法、爲衆生而做上供下

施。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
┯蔦曆䉁鉿㎃佔岻ն曆┞⮘气侚ն♨┯
䠁叉䖦摾⹃鳉䖦摾䱧猉䖦佔⺇气նց
以沒有愛染心、沒有厭足心、沒有掛礙心

來行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攝法普度

一切衆生，這已經是偉大的菩薩行了。

四攝法可以說是人際關係和諧 殊勝的四

個方法、四個祕訣。四攝法就是布施、愛

語、利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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䉘偢
我們要和任何人關係處得好，第一條首先要布施。布施包括財布

施、法布施、無畏布施，要儘量利益他人。包括與任何人相處，我

們都能夠送一點小小的禮物，古人有句話叫「禮多人不怪」，對方

就會高興，會喜歡你。

䠁靤
我們的語言要儘量弘揚正法，而且說話要和顏愛語，儘量要講好聽

的話，不要講難聽的話。有些人布施做得還可以，但說話不好聽，

所以人家還是不喜歡他，這也很麻煩。 《吉祥經》裏說「言談悅人

心」，就是要儘量說大家歡喜的話，這也很重要。比如，做 999 件

好事，講一句壞話，人家就記住了你這句壞話，前面的好事都白做

了。特別是不太會說話的，一定要好好地改一改，保持覺知，言談

悅人心。

⯈鉿
利行就是一定要不斷地去做利益他人的事情，時時刻刻要爲別人著

想，時時刻刻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什麽是真正利益衆生的事

情呢？就是引導衆生修行佛法。當然，盡你的力就好，超出你的力

量也不行，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內儘量地去爲別人考慮，去利益衆生。

⻎◜
同事就是和衆生一起修行，一起做善業。很多東西都要靠帶動，修

行也要靠帶動，行善也要靠帶動。其實做壞事也是被別人帶動的，

所以我們要帶動別人做好事，不去做壞事。

有的時候同事很重要，帶動很重要。比如一個房間裏有十個人，九

個人都在搓麻將，你不搓麻將就會覺得很奇怪；如果九個人都在

共修，就你一個人不共修，你也會覺得很奇怪。這都是被帶動的原

因。每個人都是會受環境影響的，他可能會朝不好的方向發展，也

可能會朝好的方向發展，就看我們的帶動了，所以我們要帶動別人

一起作善業。在家裏和單位也是一樣，你要做一位老師，帶他們朝

好的方向發展，避免他們被別人帶向壞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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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利益衆生就是要布施、愛語、利

行、同事，這就是菩薩行的四攝法四

種度化衆生的方法。一切衆生其實都需要

四攝法，我們要做一個菩薩，就要儘量地

布施，儘量地愛語，儘量地利行，儘量地

同事，那麽大家都會被我們帶領，走向解

脫，走向成佛。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
蝄锶㳏棚䌡繠洒洡甦甦⸇곔㎧蝆气ն箾
┯凫ն䖪姰㴘걥ն♨聋뇂漩♥荺蝆ն
撬䕀╺նց
勝鬘夫人說，我若見到孤獨、幽繫、疾

病、困苦的衆生，必定設法以義饒益，令

其脫離苦難，獲得安穩。勝鬘夫人說，她

要儘量去拯救痛苦的衆生，設法幫助一切

困苦的衆生。我們也要儘量去做慈善的事

業，在能力範圍之內儘量去幫助痛苦的衆

生。

睘▟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
蝄锶䯱넉䞔䔾⧩頳枩䧱箾┯啈ն䧰
䕒ⲇ免ն偠䔦䔦軸锶婟气ն䥧䫐⚨脢脯
䫐⚨▇ն䥧佔⺇脢脯佔⺇▇նց
勝鬘夫人說，我若見到一切損人利己的人

士，一定會維護正義，對那些特別不好的

人，需要折伏的就折伏他，需要攝受的

就攝受他。折伏就是示現忿怒相來讓這些

人改惡從善，攝受就是以慈悲相來幫助衆

生。對於我們來說，就是要幫助所有犯錯

的人改過向善，也就是要幫助衆生趨於正

道。當然其實忿怒相也是大慈悲。

睘ⶥ㝕꿈ր┿㸦ն䧰䕞♁傽╺蔸襜䳀ն
佔⺇婞岻箾┯䗇㝤նց

這個願 重要，就是永遠要修行正法、護

持正法、弘揚正法。我們同樣一定要學習

佛法、傳承佛法、弘揚佛法，這是很重要

的，是 有意義的事情了。

 

勝鬘夫人的這十個大願也可以說跟菩薩的

「三聚淨戒」有關係。一切菩薩的戒律其

實就是三條：一是攝律儀戒，二是攝衆

生戒，三是攝善法戒。勝鬘夫人的十大誓

願中，前五條其實就是攝律儀戒，即斷除

一切的惡法；中間四條就是攝衆生戒，就

是要度化一切衆生； 後一條就是攝善法

戒，就是攝受正法。

勝鬘夫人的十大誓願包含了所有的菩薩

戒，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勝鬘夫人說，以

此十願安慰無量無邊的衆生，利益一切的

衆生。所以我覺得勝鬘夫人絕非一般的凡

夫，我相信她是一個大菩薩，不然的話這

樣的願是發不出來的，這些大願都是非常

了不起的！

勝鬘夫人請佛陀證明她發的這十大願，生

生世世必定如法受持，如果能夠依願而

行， 「當雨天花出天妙音」。勝鬘夫人

的話剛落，虛空中就雨衆天花，出妙聲

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真實無異。」

勝鬘夫人的發願得到諸佛菩薩的讚歎，非

常殊勝。然後勝鬘夫人在佛面前又發了三

個殊勝的大願。

ր♨婟ㄌ周偠┞⮘气䕒婞岻冝ն儱⻐睘┞
㝕꿈նց
第一大願就是願我生生世世都能得到正法

的智慧，在佛法當中擁有正法的智慧。這

個很重要，生生世世都擁有正法的智慧，

我覺得這個是 殊勝的發願。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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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爲什麽會做壞事？就是因爲他們沒有正法的智慧，所以才會

做壞事，才會迷惑顛倒，才會痛苦。如果一個人有了正法的智慧，

他就不會有痛苦，他就可以去利益衆生。所以我們怎樣才能夠自利

利他，自覺覺他？怎樣才能快樂無憂，才能幫助衆生快樂無憂？就

是要有正法的智慧。生生世世要有正法的智慧，這個發願特別重

要！

ր䧰䕒婞岻冝䉂ն♨摾⹃䖦曆气靾ն儱⻐睘◝㝕꿈նց
第二大願就是，我如果證得了正法的智慧，就要「以無厭心爲衆生

說」，不斷地爲衆生弘揚正法，不斷地宣說正法。

我覺得弘揚正法、宣說正法是 重要的。我的大恩上師法王如意寶

一輩子都在弘揚佛法，從不間斷，是非常殊勝的。佛經裏也有這樣

的說法，所有的功德裏面 殊勝的就是講法和聽法。我們要把正法

的智慧弘揚出去，讓衆生都有正法的智慧，那麽衆生就可以離苦得

樂了。所以，我自己雖然沒有什麽能力，但是每個星期天都儘量給

大家講一點點，其他方便的時候也會給大家講一點點。當然，我們

肯定是趕不上法王如意寶，法王如意寶就像太陽一樣，我們就像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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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蟲一樣，但是我們要追隨佛陀、法王如

意寶、勝鬘夫人這些所有的歷代傳承祖師

的足跡，向他們學習，能做一點做一點，

雖然我們力量很小，但是也要爲弘揚正法

做一點點小小的貢獻。

ր䧰偠佔⺇婞岻麄⾀鬙饧䭦婞岻ն儱⻐
睘┩㝕꿈նց
第三個大願就是哪怕我捨棄生命，捨棄財

產都要護持正法，這個很重要。正法沒有

人護持那就可能衰微了，或者消失了。

正法就是這個世界的明燈，這個世界如果

沒有了正法，就充滿了黑暗；這個世界有

了正法，就會有光明。我們把明燈傳播出

去，明燈越來越多，這個世界的黑暗就越

來越少。所以說必須要護持正法，讓正法

不要消失。我自己也是一樣，不斷努力地

在所有的善知識面前持續地學習、傳承、

弘揚佛法，其實就是希望把這些殊勝的正

法都能夠傳承下來，都能夠發揚光大，能

夠利益一切衆生。

這個時候，佛陀就說了：「爾時世尊即記

勝鬘。三大誓願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

菩薩恒沙諸願。皆悉入此三大願中。此三

願者真實廣大。」佛陀對勝鬘夫人的三大

願極爲讚歎，他說：「就像一切色 後都

會融入空一樣，菩薩恒河沙數的願望其實

歸納總結就這三大願，所以這三大願真實

廣大。」

 

後來，因勝鬘夫人的因緣，佛陀也向她的

丈夫友稱王，稱揚大乘無量法門，友稱王

也歸信佛陀，夫妻共同在阿踰闍國弘揚

佛法。舉國人民在國王和勝鬘夫人的以身

作則下，奉行大乘， 後七歲以上的所有

人全都信奉佛法，阿踰闍國成爲佛教的國

家，佛化的社會。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說勝鬘夫人

是一位真正的女性大成就者，我們的楷

模。我們要儘量地向勝鬘夫人學習。雖然

我們做不到像她這樣偉大，但是可以有空

的時候先讀一讀勝鬘夫人的發願。首先要

隨喜勝鬘夫人的發願，其次要隨學勝鬘夫

人的發願。我們可能現在還做不到，但是

我們要發願在未來能夠像勝鬘夫人這樣發

願、行願，這也是非常殊勝的。我們也要

能做多少先做多少，我們可能做不到百分

之一百這麽完美，但是能做一條就做一

條，能做一句就做一句，說明我們在朝著

諸佛菩薩、聖者的方向努力了。

有的人說，我天生愚鈍、薄福無功，這輩

子是沒辦法成爲勝鬘夫人了，怎麽辦？

別著急，本專輯的第二彈，智廣阿闍梨將

爲我們開示「曲綫救國」的妙招。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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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載（一）中，智廣阿闍梨向我們介紹了女性修行者的典範
勝鬘夫人。勝鬘夫人之所以成爲一位大菩薩，度化了整個國家的臣

民，是因爲父母親信仰佛教，引導她學修佛法。所以不僅勝鬘夫人

是女性的楷模，她的母親末利夫人更是楷模的楷模……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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冝䏻ꮣ唛ꪛ獏
昨天我們講了勝鬘夫人的故事，在這個故

事中，我覺得 重要的就是要弘揚佛法。

通過勝鬘夫人，我其實倒是對她的父母親

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生起了更大的信心。

勝鬘夫人爲什麽會成爲一個大菩薩，能夠

教化阿踰闍國全國的人民？其實就是因爲

她父母親的家教，因爲她父母親引導她學

修佛法。

佛教裏面講暇滿難得，一個孩子能夠生在

有佛法的家庭，是多麽地稀有難得。父母

親信佛，這是非常非常殊勝的一件事情，

因爲這個孩子能夠從小就遇到佛法。你看

勝鬘夫人甚至就度化了一個國家的人。勝

鬘夫人的功德來自於哪里？我覺得一個重

要的因緣就是她的父母親。如果她的父母

親沒有讓她跟佛學習，她怎麽會知道有佛

呢？

我們看到，世界上很多數據表明，白種人

人口急劇下降，我們黃種人人口也急劇下

降。新加坡生育率下降，日本也是一樣，

老齡化非常嚴重，人口數量急劇下滑。有

些調查報告認爲，中國以後會比日本更可

怕，人口會有懸崖式的斷層下滑。有篇

文章裏面說，中華文化以後可能會自動消

失，根本不用別人來破壞，因爲人都沒

了，哪來的中華文化？所有的文化都要靠

人來弘揚，而且人越多，這種文化的力量

就越大，所以人口非常非常重要。

聽說有這樣的預言：未來我們的整個世界

會被外道統治。我覺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原因很簡單，他們只要努力生孩子就好

了，其他人都不願意生嘛，他們努力生，

所以這天下都是他們的，不生孩子的自然

就消亡了，對吧？現在仍然在努力生孩子

的都是哪些民族？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通過生孩子而挽救文化傳承的事情在歷史

上也有過，而且就是在我們佛教。當時在

印度，佛教瀕臨滅絕的時候，有個叫明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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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的比丘尼看到佛法的衰敗，非常心痛，

但她覺得自己身爲女人，沒有能力弘揚佛

法。那怎麽辦呢？她就做了一個非常驚人

的舉措還俗去生孩子！

 

她在佛菩薩面前發願：我要生幾個孩子，

這幾個孩子從小就出家修行，將來能弘揚

佛法。所以她後來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叫

無著，一個叫世親，一個叫師子覺（也有

記載爲師子賢的），有這樣的一個傳說。

但有些資料裏說是生了兩個孩子：無著和

世親。反正不論兩個或者三個，其中的無

著菩薩、世親菩薩都是很厲害的，這兩位

後來成爲在整個大乘佛教的弘揚上僅次於

龍樹菩薩的大成就者。

這位母親，可以說拯救了佛法，如果沒有

她的話，佛教當時可能就滅亡了。她雖然

是個比丘尼，但她爲了振興佛教而還俗，

還俗以後，跟兩個不同的男人生了兩個孩

子，一個是國王種姓，一個是婆羅門種

姓。我自己覺得這位母親真的非常厲害，

我相信她當時應該是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一個比丘尼還俗，肯定已經被別人看不起

了，沒有人會去讚歎她，而且她又跟兩個

男人生了兩個孩子，我相信肯定更多的人

會對她有看法。幸虧兩個孩子都成爲了

真正的高僧大德。所以我覺得這位母親很

偉大，沒有她，也許現在佛法就更加衰微

了。

爲什麽我提倡我們所有修行好的道友要多

生孩子？就是這個原因。你想想看，我們

佛法家庭的孩子，他生下來就是暇滿人身

啊，就是珍寶人身啊！不是一般的人身，

他們都有可能即生成佛啊！就像勝鬘夫

人，因爲她的父母親信佛，所以她後來有

這樣的機緣，能夠學佛，能夠修行， 後

度化了整個國家的人。其實也不好說，也

許你的女兒會成爲總統夫人、國王夫人之

類的，對不對？然後教化了整個國度的人

民，也有這種可能啊，對吧？

所有的這些事業，未來全部靠人繼承。如

果家裏孩子多，出家幾個沒問題。現在很

多人都不願意讓孩子出家，因爲生的太少

了，好不容易有一個孩子，出家了就沒有

血脈傳承了。所以要多生孩子， 起碼要

生兩個以上，那出家人馬上就多了；出家

人多，法脈的傳承就興旺了，佛法就有人

弘揚了。

當然，我們的孩子到底有沒有因緣和意願

來修學佛法、弘揚佛法也確實不好說，這

也要隨順孩子的因緣，不能強求，但起

碼生在佛化家庭的孩子能更多地得到佛法

光明的引導，更多地得到慈悲和愛，可以

更健康、更幸福地成長，成爲利益社會的

人。所以我還是建議修行好的道友要發大

心，有能力的趕緊生孩子，沒能力的趕緊

領養孩子。領回來的都是珍寶人身、暇滿

人身，他們都有機會遇到佛法，有機會得

到佛法的教育，有機會解脫成佛。如果是

有因緣的，未來甚至可以出家，可以弘揚

佛法，這是多麽殊勝的事情！真的，我覺

得這個很有意義。

所以我自己覺得勝鬘夫人的偉大，其實就

是因爲她的爸爸媽媽，沒有她的爸爸媽

媽，她可能都不知道佛陀是誰。所以大家

要好好地發心，爲了佛法，爲了中華文

化，好好地培養後代。假如以後我們的人

種都滅絕了，還弘揚什麽中華文化，弘揚

什麽佛法，全世界可能都是某某教的信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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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大家一方面一定要向勝鬘夫人學

習；另一方面，更要向勝鬘夫人的媽媽學

習。勝鬘夫人這麽厲害，你可能做不到；

但如果你不行， 起碼你要做「勝鬘夫人

她娘」，生個孩子，培養她成爲「勝鬘夫

人」，對不對？勝鬘夫人因爲父母對佛

法有信心，所以才接觸了佛法，之後通過

佛法利益了整個國家。所以說如果你「不

行」，你就讓孩子「行」，這也是一種可

能性。

 

弘揚佛法，暇滿人身很重要。暇滿人身，

就要靠女同胞們好好地發心。現在很多人

不願意生孩子，其實就是自私，不願意擔

起這個責任，老是想著自己快樂，就是這

麽回事。我自己覺得沒有孩子的女人，其

實你的人生是很有缺陷的，當然已經出家

的除外。對家族也好，對整個民族也好，

對整個國家也好，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

傳承也好，對佛教的傳承也好，沒有孩

子，我們傳什麽呢？你學得再好也白搭。

你可能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但是佛法

就失傳了，到你這裏就斷絕了，這是多麽

遺憾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把佛法傳下

去。可是沒有孩子怎麽傳下去？

到社會上，真正讓一個人能夠接觸佛教，

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父母

親都信佛，孩子從小自然就可以接觸到佛

教，在家庭的氛圍中耳濡目染，他的善根

會日漸增長，這是多麽殊勝的事情啊！從

小他就是暇滿人身。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

地發心，向勝鬘夫人以及末利夫人學習；

還有更厲害的，向無著菩薩、世親菩薩的

母親學習。當然， 後還是要提醒一下大

家，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做事情，不要超越

自己的能力。

 

原來沒有那麽好的根器成爲勝鬘夫人，度

化整個國家，還能有另一條明路……但

是，又有道友問了，現在社會養孩子花銷

這麽大，養不起怎麽辦？教育孩子責任重

大，生下來教不好怎麽辦？就這一問題，

智廣阿闍梨在女神節禮物連載（三）作了

開雲撥霧的精彩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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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連載（一）和連載（二）的學習，我們知道了原來我們可以通

過成爲「勝鬘夫人她娘」的方法來護持和弘揚正法。一番教言激起

了道友們多生孩子的想法，但此時，智廣阿闍梨卻說了：先別急著

生，還有重要一講大家學好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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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要興盛，當然要靠人來傳承和弘揚，

近有一些道友也開始發菩提心，躍躍欲

試地想要多生孩子了，我非常隨喜大家，

但是這裏面可能也有一些重要的見解和方

法，需要大家先瞭解、先做到，否則生養

一堆討債報仇的，那也很麻煩。

生養孩子可是我們人生中 大的事情了，

善根福德深厚的孩子不僅會擁有幸福圓滿

的暇滿人身，而且會利益到整個家族，

甚至對振興佛教作出貢獻；相反的情況我

就不說了，大家都看得到，輪迴裏比比皆

是。所以也有很多道友對生孩子很猶豫，

他們對我說：「上師，您說佛弟子要多生

孩子，我們也認爲很對，但是生孩子需要

很大的勇氣啊，其實我們 大的擔心就是

怕養不起孩子，教不好孩子。」

其實，這些想法和擔心都沒抓住問題的關

鍵。生孩子不是需要勇氣，而是需要深厚

的福德和求子的竅訣。不是要擔心生下來

之後養不起、教不好，而是要好好反省自

己有沒有福德感召一個好孩子。就像佛教

說的「菩薩畏因，凡夫畏果」是一個道理，

不做好自己種因的工作，等果子成熟了，

再擔心也沒用了。

其實每個孩子來的時候，他自己帶有業力

福報，一輩子該花多少錢，都是自己命中

帶來的。特別有福報的孩子還會爲整個

家庭帶來福報，就好比你們公司快要破產

了，突然有個大股東入股一樣，你馬上就

有錢了，是一樣的道理。例如，佛教裏面

非常著名的善財童子，生下來的時候，家

裏就突然出現許多財寶，所以取名爲善

財。

包括孩子能不能教育成才，主要也是他自

己的業力，他的善根福德因緣決定的，你

只是一個外在的條件、一個助緣，主要還

是他的業力在起作用。如果他本身善根慧

根就很好的話，父母親的教育就像是給他

智慧的火苗上添油一樣，可以加一把力；

但是哪怕沒有父母親的助緣也沒關係，他

有慧根的話，他自己會好的。

我就舉個例子，佛陀時代智慧第一的舍利

弗，他的媽媽是個婆羅門，媽媽的弟弟是

婆羅門教裏非常厲害的一位論師。本來

姐弟倆辯論一向都是姐姐輸的，但自從姐

姐懷了舍利弗以後，智慧突然大增，弟弟

再跟她辯論就辯不過了。弟弟知道姐姐肚

子裏的孩子肯定不是一般人，他想等這孩

子生下來以後要教這個孩子，那自己必須✐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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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趕緊提升智慧啊！他就專門跑去進修

了，他花了很多年進修，非常精進，爭分

奪秒，連手指甲都沒功夫剪，指甲長了老

長，人稱長爪梵志，非常努力。可是等他

學成回來以後，舍利弗已經皈依佛門了，

並且已經證得了阿羅漢果位。這位舍利弗

的舅舅長爪梵志後來去找舍利弗，也被佛

陀攝受皈依了佛門。

這個例子說明什麽？就是母親懷了孩子

以後，其實這個孩子會給母親帶來一些

影響，甚至母親的性格都會發生變化。我

們有很多道友懷孩子之後反而更加精進修

行了，睡得比懷孕前還少，起早貪黑地念

經、抄經，甚至幹家務、做義工，比以前

還能幹。也有很多道友懷孕之後更加健康

了，不僅沒什麽反應，而且比以前還精神。

所以大家對生養孩子謹慎抉擇是對的，感

召福德深厚的孩子還是業障深重的孩子，

結果可以說是天壤之別；但解決問題的關

鍵不是生出來以後，而是在之前父母

親自己的修行上面。

㲹芍臊鮃▇㲳溸ր溮㶡耘鬷ց▇ꇔ
在前面我們講了，勝鬘夫人爲什麽會成爲

一個大菩薩，教化阿踰闍國全國的人民？

除了勝鬘夫人自己的善根福德，一個重要

的因緣就是她的父母親。那麽她的父母親

爲什麽會有一個這麽優秀的女兒呢？在這

裏我們也瞭解一下勝鬘夫人的母親末

利夫人的故事。

末利夫人其實在佛門同樣被稱爲女性的楷

模。據《四分律藏》中記載，末利夫人原

爲一婆羅門耶若達家常守末利園的一婢

使，名黃頭。那時她就經常思考，我怎麽

才能脫離奴婢這個身份呢？有一天，她剛

領了自己的飯食，就看到了一個沙門入城

乞食。她就想，我今天將自己的飯食分施

給這位沙門，或許以此功德能夠脫離奴婢

的身份。後來，她被遊獵到此處的波斯匿

王相中，以百千兩黃金買進宮內，因來自

末利園的緣故，被稱爲末利夫人。她入宮

後謙卑好學，精勤修習，於種種技能、書

畫歌舞等無所不精，深得波斯匿王愛敬，

後於五百女人中被立爲第一夫人。

末利夫人雖處身於富麗堂皇的宮殿中，卻

沒有被眼前的榮華富貴所迷惑，常常捫心

自問：是什麽業報因緣使我脫離婢女的身

份，而有今天的富貴快樂？難道是我以前

以和蜜乾飯分施那位沙門的緣故嗎？派人

查訪後，才知道自己曾經供養的那位沙門

原來就是佛陀。末利夫人後來打聽到佛陀

在舍衛城祇洹精舍，便前去拜見。她見到

佛陀非常歡喜，就問了佛陀困擾自己的四

個問題：

♨✇㎌索⺇㟖☭麄ն꾺髳ꑶꮱ锶脢┯婛ն
魖鬙▌㸵摾劔㥓ⲇն䕯✇㎌索꾺髳ꑶꮱ锶
脢┯婛ն魖鬙摾▌摾劔㥓ⲇն䕯✇㎌索꾺
髳ꑶꮱ锶脢┯婛ն魖鬙摾▌㝕劔㥓ⲇն䕯
✇㎌索꾺髳盛婞锶脢婛ㄼն魖鬙摾▌㝕劔
㥓ⲇն
我相信這四個問題，大家都感興趣。女人

替換成男人也是一樣的。佛陀是這樣回答

的：

曆☴묋劔◲☭ꑶ蝆屜꜁□屜㐌⛻
那麽佛陀就開示了。

他說：ր䧶劔㟖☭ն䖦㝃灦䚣ㄼ䞭偠☭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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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㸵阌槁㝕灦䚣ն蝄♨㝃阌☊槁㝕灦䚣ն
☊┯䉘偢屧ꪎ㧺耈ꪎ鬢癃㳏脚❔■寛脢ն
銡劚냋난骮뉉黆▘눥襫歖榑䨼蕩蔝⪾无昲
┞⮘溻┯偢蕝ն蝄锶♑䕒⯈넉脯气㭓䖦ն
儱侚勒⯈㟖☭ն㝃灦䚣侚ն꾺髳ꑶꮱ锶脢
┯婛ն♨┯䉘偢侚ն魖鬙▌㸵ն锶♑䕒⯈
넉气㭓㠧侚ն摾劔㥓ⲇնց
就是說有的女人面容醜陋，體態粗劣，看

見的人都會心生厭煩，而且貧窮困苦，身

份卑賤，是由於她們過去世性情暴躁，特

別容易對別人發火生氣，有人給她提點意

見，稍微說她一點不是，她就心懷怨恨，

氣憤憎惡別人。要是別人說得重一點，

她更是仇恨和憤怒。同時她也不以吃穿用

度、各種財物，或是香花之類的布施沙門

（出家修道的人）、婆羅門以及貧窮孤老

的人。同時她們又生性善妒，看見別人得

到財物、榮譽、尊重、禮遇等利養，就心

生嫉妒。嫉妒的果報就是越嫉妒什麽就越

失去什麽，因爲你嫉妒別人得到利養，所

以你就會失去權勢、尊重、榮譽、力量等

這些威德。如果再加上因嫉妒而生氣，那

就更糟糕了，還會變醜。

所以綜上所述，這種人就是因爲脾氣不

好，性情暴躁而容貌醜陋，不招人喜歡；

因爲不上供下施而變得貧窮；因嫉妒別人

得到利養而失去自己的威德、榮譽、力

量。也就是會變得又醜又苦，沒錢也沒地

位。大家對照一下，你有沒有這些毛病？

有這種毛病的話，要趕緊懺悔改過；不然

的話，以後就會又醜又苦了。

曆☴묋劔◲☭ꑶ屜☭ㄼ婛䔻劔꜁ⷺ
屜㐌⛻
佛陀說：

ր䖦㝃灦䚣ㄼ䞭偠☭ն♨㸵阌槁㝕灦䚣ն
♨㝃阌☊槁㝕灦䚣ն脯茤䉘偢屧ꪎ㧺耈ꪎ
鬢癃㳏脚❔■寛脢ն銡劚냋난骮뉉黆▘
눥襫歖榑䨼蕩蔝⪾溻簋蕝▇ն锶♑䕒⯈넉
脯气㭓㠧ն儱侚㟖☭ն㝃灦䚣侚ն꾺髳ꑶ
ꮱն♨䉘偢侚ն魖鬙摾▌ն䖦气㭓㠧侚ն
摾劔㥓ⲇնց
和上條一樣，多瞋恚的原因，面容醜陋，

體態粗劣，望之可怖。雖然常以吃喝用度

布施供養修行人、婆羅門和貧窮孤老的

人，但是見到別人得到利養卻心生嫉妒。

性格不好，愛生氣，嫉妒，但是很喜歡布

施，這種人怎麽樣呢？就是面貌醜陋沒有

地位卻很有錢。

曆☴묋劔◲☭겴撬䔻ꑶ屜劔☭索┯䬲
☭ㄼ婛ⷺ劔꜁劔㐌⛻
佛陀說：

ր䖦㝃灦䚣ㄼ䞭偠☭ն♨㸵阌槁㝕灦䚣ն
♨㝃阌☊槁㝕灦䚣ն脯茤䉘偢屧ꪎ㧺耈ꪎ
鬢癃㳏脚❔■寛脢ն銡劚냋난襫눥歖榑╺
蔸䨼蕩蔝⪾无昲溻簋蕝▇ն锶♑䕒⯈넉脢
䖦┯㭓㠧ն儱侚㟖☭ն♨灦䚣侚ն꾺髳ꑶ
ꮱն䉘偢侚ն魖鬙摾▌ն♨锶♑䕒⯈넉┯
气㭓㠧侚ն劔㝕㥓ⲇնց
因爲性格不好，容易生氣、怨恨、惱怒，

所以顏貌醜陋；因爲上供下施的原因，財

富很多；因爲見到別人得到各種利養而

沒有嫉妒心，所以自己也有大威力。這樣

的人雖然相貌比較醜陋，但卻富有、有地

位、有威德。

曆☴묋劔溸㟖☭ր溮㶡耘鬷ց 水☭ր둛
㶡䊍鬷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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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答案是：

ր摾劔灦䚣┯䞭偠☭ն蝄臞㸵阌㝃阌☊┯
槁㝕灦䚣ն脯茤䉘偢屧ꪎ㧺耈ꪎ鬢癃㳏脚
❔■寛脢ն骮뉉黆▘銡劚냋난╺蔸无昲溻
簋蕝▇ն锶♑䕒⯈┯气㭓㠧ն儱侚勒⯈㟖
☭ն┯灦䚣侚ն꾺髳盛婞ն♨䉘偢侚ն魖
鬙摾▌ն┯㭓㠧侚ն劔㝕㥓ⲇնց

後一種，女人長得端莊美麗、清秀可

人，品行高潔，而且財富豐饒，威德高

貴，是由於她過去生性情溫柔，謙卑忍

讓，別人說她是非，她都毫不計較，也不

生氣，而且能以一切財物車乘衣物美食香

燭等恭敬供養和布施沙門、婆羅門和貧窮

孤老的人。性格好又廣行善事，廣結善

緣，不對別人得到利養有嫉妒心，而且對

他人之好時常隨喜讚歎，這樣的人，她就

會變得「白富美貴」。女同胞這樣，男同

胞也是一樣會變得「高富帥貴」。

所以我們想要「白富美貴、高富帥貴」，

一定要好好地學習上面的內容。在日常生

活中確實看到有這四種人，我們自己好好

去對照反省。看看自己是哪種人，就知道

原因了。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長得莊嚴，

同時高貴又富有，但是很多人都沒有辦

法，老是跑去什麽韓國整容之類的，估計

也沒什麽用，整容失敗的人也有很多，整

得越來越醜的也有。佛陀講的這個方法才

是真正的「白富美貴」和「高富帥貴」之道，

我們要得到真的、自然舒適的白富美貴、

高富帥貴，必須要走這樣的道路，走佛陀

指引的道路才行，這是特別殊勝的。

末利夫人聽了佛陀的教導後，恍然大悟，

在佛陀面前分析了自己爲什麽是現在的狀

況，她說：ր㝕䖎ն䧰⯼┿免ն㝃灦䚣
ㄼ䞭偠☭ն㸵阌脯槁㝕灦䚣ն♨㝃阌☊槁
㝕灦䚣ն✇♨侚ն脯♁䧰⺇䓺ꑶꮱ☭┯㟲
ㄼն♨儱侚焒ն㝕䖎ն䧰⯼┿茤鉿䉘偢屧
ꪎ㧺耈ꪎ鬢癃㳏脚❔■寛ն銡劚냋난╺蔸
无昲溻簋蕝▇ն儱侚䧰♁傽魖鬙摾▌ն㝕
䖎ն䧰⯼┿锶♑䕒⯈넉┯气㭓㠧䖦ն侚♁
傽劔㝕㥓ⲇն脯婟峒偅ⶠ椟㵣╚◩溯㟖
☭ն溻儱⯿⯈甦㣕ն脯䧰偠╚㸦鬷蔦㐃նց
她反省自己說，原來是因爲我前世脾氣不

好，容易瞋恚，所以今生生得醜陋，得不

到別人喜歡；因爲前世喜歡布施，我現在

富有；因爲前世不嫉妒別人得到利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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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現在雖然奴婢出身，卻勝過王宮中

五百剎利種性的女人，得到尊貴自在。

末利夫人明白後馬上就在佛陀面前發願：

ր㝕䖎ն䧰蔦♁䉂┯䕯灦䚣䞭偠♑☭ն
┯♨㸵阌㝃阌脯槁㝕灦䚣ն䊬沖䉘偢屧ꪎ
㧺耈ꪎ鬢癃㳏脚❔■寛脢ն銡劚骮뉉黆▘
╺蔸无昲溻簋蕝▇ն蝄锶♑䕒⯈넉䖦┯气
㭓㠧ն㝕䖎ն䧰蔦♁䉂潍䓺㜍媀❹✐岻
⦺ն舣曆⨲㧺瑮ն蔦♁䉂┯嫤气╺蔸┯
냋ꏞնց末利夫人當下盡除一切垢染，心

開意解，證得法眼淨，並且回到皇宮後度

化了夫君波斯匿王信歸佛陀。

末利夫人後來在《增壹阿含經•清信女品》

中被佛陀親自稱讚：ր䧰䑲㲳╚睘┞⨲㧺
偅ն❵넉㠁❔ն䨿題䷧⯈㝜☭儱նց末利

夫人正是因爲發了這些願又虔誠修習佛

法，發心ր潍䓺㜍媀❹✐岻⦺ց，所以她

才越來越得到夫君和國民的尊重，才會有

福報安享第一夫人之富貴。也因爲末利夫

人和夫君皈依佛陀，精勤修行、布施，夫

妻福德威力巨大，才會感召到勝鬘這樣福

德善根深厚的女兒。

⪾두䘤埞⢳䩜⺪♨䠋⺥琀䖎广⸦溸⩾㟖
⽑
눢⩰蔦䉁䧯曆琀䖎广⸦溸☭
從孩子投胎的角度看，在《瑜伽師地論•

本地分中意地》中說：ր蝄賺琀脢沖气┬
鮅㵶˘˘蝄琀㝃脢沖气㸦鬷㵶նց薄福

的多投生在又窮又苦的家庭，多福的一般

都會投生在尊貴的家庭。而如果我們懂得

像末利夫人這樣不瞋不嫉，行大供養、大

布施，把自己修成「白富美貴」 「高富

帥貴」，有顏值、有財富、有地位、有威

德，那自然就更符合「尊貴之家」的條件，

來的自然就是「多福者」。

印光大師也說過：ր☭겴蔸䟾尴摾┯꿈✐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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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㟖㟲脢ն┯焒⩾㟖▇㟲⻲沖㐃蔦䉁䖦
鉿╚寛նց再愚癡的父母親也一定不希

望自己的兒女不好，所有的父母親都希望

自己的兒女好，但是兒女好不好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自己，取決於自己的心、自己的

行。我們內心當中是怎麽想的？我們的行

爲是什麽樣的？如果我們內心當中都是以

聖賢之心爲己心，以佛菩薩之心爲己心；

以聖賢之行爲己行，以佛菩薩之行爲己

行，這樣我們孕育的兒女就很有可能成爲

聖賢、佛菩薩。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聖賢之

心、沒有聖賢之行的話，要想兒女成爲聖

賢也是很難的。

當然，並不是說「有什麽樣的父母就有什

麽樣的孩子」，這是不一定的，畢竟各人

有各人的業。就像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

佛，還有像蕅益大師、印光大師、虛雲大

師等等很多的高僧大德，顯現上都遠勝過

他們的父母親。所以，父母親不一定水平

很高，但是通過佛教的方法，卻有可能孕

育聖賢的孩子。

✐岻╚劔㸢ꪎ溸寛㲳▇岻
有很多佛經專門對求子生子有幫助，如果

我們想要孕育福德深厚的孩子，而且安樂

易養，那就應該瞭解這些佛經和修行的方

法。

《地藏菩薩本願經》云：ր䕯姍册䏻ն蝄
勑❔┿╚ꫬ嶠䳀⪡ն⯿⯈㧺耈ꪎꩾ脢㺈㛶
┞⮘☭瞏ն沍㣕甦傉劔假氘脢ն䧶水䧶
㟖┢傽▇╚ն僃蕝饿靶婟┯䘽饘籮⪿（即

《地藏菩薩本願經》）。剳曆䗼襜赙⻐⺪
恦触ꇁն儱假气㲳䧶水䧶㟖ն㶇劔媎㖦➬
䕒闌荺ն㴘垟儅넉㜍⾀㙨ꩾն蝄儱䪩琀气
脢龞㙨㴘垟蕝㜍⾀նց就是在臨產前七

天，應該每天念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一

部，念「南無地藏菩薩」名號一萬遍。這

樣的話，新生的孩子，不管男女， 「宿

有殃報便得解脫」，他如果以前有業障的

話，業障就消除了，就會安樂易養，壽命

增長。如果他本來就很有福報的，那麽他

的福報會更大，安樂和壽命都會增上。這

一點非常重要，爲什麽現在的小孩子不安

樂、不易養？從小就體弱多病，每天都是

吵吵鬧鬧？這都是過去的惡業沒有得到清

淨的原因。現在末法時代的衆生業障更加

深重，所以我建議大家不僅是從產前七日

開始， 好從懷孕開始就能每天念《地藏

經》，每天念地藏菩薩名號。

另外還有幾部經我建議大家要輪番念，因

爲這幾部經都講到跟求子以及保胎有關的

內容：

● 持誦《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

印陀羅尼經》，經文裏講道：「賢男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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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禱自生。」你如果要求子的話，這部經

是很靈的。

● 讀誦、抄寫《妙法蓮華經》，特別是

其中第二十五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我比較建議讀誦和抄寫整部《妙法蓮華

經》。求子的話， 《普門品》可以多念。

《普門品》中說：「若有女人。設欲求男。

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

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

德本。衆人愛敬。」所以多念《普門品》，

多祈禱觀世音菩薩， 「福德智慧之男」

「端正有相之女」一定會得到的。

●《二十一度母禮讃經》，也是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的。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也有這個作用。

●《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這個經典可以防止墮胎，可以有保胎的作

用。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云：「讀

誦此經。思惟其義。演說開示。隨所樂

求。一切皆遂。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

富饒。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

所以誦《藥師經》也可以求男女得男女。

還有很多佛經、佛菩薩都管我們生孩子的

問題，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所以，能夠得到「福德智慧之男」 「端

正有相之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因

爲在修行中積累了福報、祛除了業障，和

衆生結了很多善緣，同時自己也成爲了有

條件接納「有福德」孩子的「尊貴之家」。

當然「衆緣和會，方始有胎」。自己懂得

遷善改過，修行積福，確實是引來「金鳳

凰」的重要因緣。

所以我們無論女性還是男性，都要勵力修

行，上供下施，勤修福慧，不但自己可以

成爲「白富美貴」 「高富帥貴」，還能

引來「大福者」，真正做到養兒無憂！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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㸫岖⻥ㆍ䖦溸덺걚ⳛ✑
很多學佛的人都知道要上供下施，但是你知道這是一件

「技術活兒」嗎？你知道勸別人布施也是有學問的嗎？

 

最近，智廣阿闍梨向大家講了「從一包鹽到一千新幣」

的故事，也同我們分享了對治吝嗇心的「驚險動作」。

冝䏻ꮣ唛ꪛ獏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這個故事。三十多年前在寧波天童

寺，那時我還是一個孩子，剛開始學佛，當時一位老菩

薩告訴我可以給寺院的大寮供養一包鹽。你想想看，雖

然只是一包鹽，但是全寺院所有僧人都會吃到，這就是

齋僧啊！我們大家都知道，齋僧的功德非常大，但是請

所有僧衆吃一頓飯也是需要很多錢的，我當時一個小孩

子怎麽能做到呢？

當時引導我供養一包鹽的這位老菩薩，我覺得她肯定是

佛的化身，不是一般人，太有智慧了。供養一包鹽你肯

定不會心痛，對吧？這位老菩薩的「廣告」做得特別

好「一包鹽幾毛錢，你看，也能讓所有僧人都吃

䖰♧⺫뛥ⵌ♧⼪倝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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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個太好了！老菩薩給我出的主意

太妙了！所以你看，這就是我邁出上供下

施的第一步。當然，我們現在也會在很多

地方齋僧，但是如果當初沒有這一包鹽，

可能現在也不會有幾萬塊錢的齋僧。所以

心量就這樣慢慢擴大了。

 

我覺得我們要儘量引導別人去上供下施，

但是呢，也不要一下子讓別人供養或布施

太多。一下子給出去太多，對方心疼得

不得了，下次就不想再布施了，這也不太

好。

我們引導別人：「你出點錢，哪怕出一塊

錢，你就會有全部的功德，全部的功德

喔！」一塊錢就夠了，對吧，那誰都不會

拒絕。如果總額有一百萬，你現在出一塊

錢，你就可以得到一百萬塊錢供養布施的

功德，我相信沒有人會拒絕，你說對不

對？

 

當他很歡喜地出了一塊錢，這就是他的一

個種子，知道嗎？未來他的心量會越來越

大，下次可能就是十塊錢，再下次可能

就是一百塊，你說對吧？如果你一開始馬

上讓他拿出一百塊，可是他總共只有兩百

塊，怎麽辦呢？拿還是不拿？咬咬牙拿出

來，但是心裏很痛，回去痛了三天……要

是不拿，又不好意思。所以有的時候，我

們勸別人上供下施也是個學問。一定要儘

量讓他拿小額的，不要讓他拿多。

我們很多人老是勸別人：「你應該多供養

一點，多布施一點。」我們心是好的，希

望他多作功德，問題是你一下子讓他作的

功德「太多了」，這就很麻煩。爲什麽？

因爲他下次怕你了：「這個人老是讓我出

錢！」他就會轉身離去，不想見你了。

所以供養和布施都是慢慢鍛煉自己，鍛煉

到後面你才能夠心量越來越大，什麽都可

以布施出去。

我自己經常做一些「驚險動作」。什麽驚

險動作？就是看到別人布施的時候，我開

始掏錢，掏出什麽我就給什麽。這是很驚

險的事情，因爲你不知道掏出來的會是多

少錢。

 

掏出來一塊錢， 「幸好才一塊錢！」萬

一掏出來是一張一百塊的，那，是給還是

不給？有些人就放回去，再找一張小面額

的，這個其實不太好。爲什麽不太好？我

給你分析一下：

 

你本來想布施，這是一個很好的心，但是

掏出一張一百塊的，覺得太多了，就塞回

去，這個動作是吝嗇的心。這個「塞回去」

之間過了多少刹那，每一刹那都是吝嗇的

種子，這個過程當中種下了多少吝嗇的

種子。我們講一彈指就是六十刹那，在你

「掏出一張一百塊又塞回去」的過程中過

了多少的刹那，你起碼種下了幾百個以上

吝嗇的種子！然後這時候你重新拿出一張

十塊錢，其實還是個吝嗇的種子。所以這

樣的行爲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說，你必須前面發菩提心，然後把手

伸進錢包，你就發願：掏出多少錢，我就

給出去多少錢，絕對不後悔。你鼓起勇

氣，深吸一口氣，眼睛看都不看，因爲看

了會難受（衆人笑），你就直接給出去。

然後趁還沒有後悔，趕緊作回向，因爲後

悔了，你又損失功德了。你給出了一百

塊，心想：「太多了。」你有一念後悔之心，

我告訴你，這個功德就減損了。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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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布施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絕

對是一個技術活兒。你不了解自己的整個

思想過程，有時候你看起來在布施，其實

一直在種下財富的負面種子。你拿出一百

塊，又放回去，再拿出十塊錢，整個過程

全部都是吝嗇的種子。如果你經常在這

樣布施的話，那我實在是沒話可講了，你

不但不會發財，你會很慘的，我告訴你。

（衆人笑）

我跟大家講一個我自己的驚險布施的故

事，相當驚險！有一次我們去山上的一個

寺院，其實是一個很荒涼的寺院，沒什麽

人，也不是一個很新、很莊嚴的寺院，裏

面連出家人都沒有反正我是沒看到。

那天我們走著走著，走到了功德箱前面，

我們總是要「意思一下」，供養一點的。

然後我掏口袋，掏出一張……你知道是多

少錢嗎？一千新幣，相當於五千塊人民

幣。然後，我一咬牙，就塞進功德箱了。

掏出什麽就供養什麽嘛！（衆人大笑）開

玩笑的，其實也沒什麽驚險。

這是我們要每天訓練自己的。其實沒有什

麽可以執著的，你要知道「捨一得萬報」

（《地藏經•校量布施功德緣品》）。布

施得越多，未來就會得到更多。

我們要很清晰地知道整個過程當中自己心

念的變化，不能有吝嗇之心；只要有吝嗇

之心，負面的種子就種下去了，所以我

們用這種方法來對治。當然，你不要用這

種方法「對治」別人，不然，以後大家看

見你就「咬牙切齒」：這個人太不好了，

在一起老是逼我掏錢，下次再也不想見你

了。 （衆人大笑）

所以，我們勸別人布施的時候，一定要額

度越小越好。千萬不要講「要多作點功

德」，你一定要跟他說：「你意思一下就

可以，一塊錢就可以，總數有一百萬喔，

你出一塊錢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功德。」那

麽，他肯定會掏錢，而且很歡喜地掏錢，

這個功德就有了。

 

對身邊的人也好，對自己也好，我們的心

量是慢慢擴大的。一下子布施很多錢，肯

定會不舒服，人的心都是這樣的。從一包

鹽到一千新幣，這就是一個修行的過程。

當你真的把一千新幣掏出來，可以快樂地

做供養、布施，那麽你的心量就是擴大

了，當然也代表你的福德在提升。你能夠

布施出去多少，就代表你的福報有多大。

 

這幾年我布施出去的錢，應該說也有不少

了。從我們布施出去的錢的數量，就知道

我們的福報還在增長。其實銀行裏的存款

都不是你的，我們一口氣不來，銀行裏的

錢就是別人的了；只有你布施出去、做完

回向的時候，這筆財富才是你的。所以你

要清晰地瞭解喔，錢財到底屬於誰。

✐气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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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㳴ꆱ⯒㝃⩧倁陳楊國生教授與智廣阿闍梨對談

■ 記者  夏衛娟

時間：2017 年 11 月 26 日

地點：澳大利亞墨爾本陳楊國生教授家

對話人：陳楊國生教授  智廣阿闍梨

꯴嘼㏔气  1984 年作爲交換教師赴澳從事教育工作。2015 年至今任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澳華研究學會主任，漢語水平考試中心主任，多

個學科顧問委員會委員。2015 年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年度

高榮譽勳章，2016 年獲大學終身榮譽學者、榮譽教授。研究領域：

全球學、語言 �文化教育、高等教育國際化、亞洲研究、中華文化全

球化、婦女與青少年發展。

Ӛ�꤫嘥㕜欰侅䱇莄兰䑝ꡇ唄㼩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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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

皇家理工大學舉辦的《當佛學遇到商學》

的演講受到了在場聽衆的一致好評。演講

結束後，給予此次演講的組織工作大力支

持的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澳華研究學會主

任陳楊國生教授上前與智廣阿闍梨親切合

影並作了進一步交流。

陳楊國生教授非常讚賞智廣阿闍梨帶來的

精彩演講，雙方在傳統文化怎樣與現代社

會相融合以及如何更好地促進文化交流

等方面希望能夠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隨

後，陳楊國生教授誠邀智廣阿闍梨第二天

到家中做客，雙方進行了一場兩個多小時

暢所欲言的深度交流。 

㸫霁㷞ꛈ
꯴嘼㏔气侷䱅當初你們澳洲一乘的組織

者跟我介紹您的演講內容後，我就建議用

《當佛學遇到商學》爲題，他們採用了。

當我聽了您的演講後，覺得這種傳道的方

法很好，讓人們容易接受並且可以馬上受

益。在我的印象中您還是第一個這樣來講

佛法的大師，我覺得非常好，以後我們還

可以作《當佛學遇到國際政治》 《佛學

與亞太安全》等等很多用佛學智慧解決當

今社會問題的課題。

冝䏻ꮣ唛我是希望把傳統文化以及佛

教裏這些精髓的、實質的東西，而不是表

面上、形式上的東西，能夠通過通俗易懂

的方式表述出來，讓大家能夠得到其中真

正的精髓，獲得真實的利益。其實加不加

入佛教不重要，穿什麽衣服也不重要，但

是要明白佛教裏的智慧是切實有用的，它

可以幫助到大家，這個很重要。

不管你有沒有信仰，你只要知道儒家的精

華是什麽、道家的精華是什麽、佛家的精

華是什麽，這裏面的智慧精華大家都可

以來享用。進一步來說，我們也可以把佛

教各宗教法的精華分享給大家，比如說，

小乘教法的核心是出離心，對大多數人都

有著普遍的啟發意義；大乘佛教的精華則

是寬闊的胸懷，要幫助一切的衆生；金剛

乘的精華則是殊勝的清淨見解、即身成就

等。我覺得佛學的研究就是要突破外在的

形式，把佛教的內涵提煉出來，讓大家瞭

解佛教的智慧對我們當代的人民、社會、

政治有什麽樣的啟發。

꯴嘼㏔气侷䱅我覺得您引導大家的慈心

禪特別好，以前在傳統的寺廟裏好像沒有

這樣的形式，希望今後有更多的人來聽

受這樣非常有益的智慧。墨爾本的華人活

動非常多，大家都在忙於參加各種活動，

如果每天能夠有 9 分鐘來修這個慈心禪，

讓我們的心能夠定下來，這是多麽重要的

事情。如果您講的東西大家能夠好好聽，

真的是得益無窮的。就像我邀請的一位朋

友，她聽了您的講座特別高興，她說智廣

上師能把儒釋道這樣很自然地融合起來，

講得這麽清楚，她真的非常受益。

 

近兩年，在澳華人進入佛教學習的越來

越多了。澳大利亞有著寬容的環境，雖然

遠離歐亞大陸，但是孤島不孤，跟世界各

種文化都有著廣泛的聯繫，形成了獨特的

多元文化交融的環境。您覺得在這樣的環

境中，我們應該怎樣更好地弘揚佛法，讓

大家受益呢？

冝䏻ꮣ唛我覺得佛法的弘揚要能夠與

時俱進、因地制宜，適應當時當地衆生的

情況。同時我們要看到，全球化已經是世

界的一個趨勢，我們要有開闊的視野和胸

懷，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應該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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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眼光。我出來在世界很多地方遊走，

更多的是一種學習，我在中國傳統文化儒

釋道方面學習了有三十多年，我覺得傳統

文化是一個鮮活的東西，不是一個固步自

封的東西，我們必須要走出去，跟世界不

同的文化去交流，看看別人有什麽長處可

以學習，看看我們儒釋道的這些觀點是否

能夠爲大家所接受，包括我們的禪修等

等，是否能夠不僅僅是利益到中國人，而

且還能夠讓世界各地的人們也同樣接受並

獲益。

꯴嘼㏔气侷䱅是的，敞開胸懷去學習，

很重要。我今年 68 歲了，正好在中國 34

年，在澳大利亞 34 年。我人生 重要的

收穫就是「學習」這兩個字，再加上「奉

獻」，我覺得是人生 重要的兩件事。只

有不斷向別人學習的這種精神，才可以讓

我們更包容，這種包容不是刻意的，而是

通過學習，你自然就會包容和尊重別人。

我覺得一個好的宗教一定是有包容性的。 

 

墨爾本有 210 多個民族，190 多種語言。

在我們這兒，所有語言都不是外語，而是

被我們稱作「我們的語言」，自己的語言。

在語言教育上，我們也是一直堅持著這種

包容性。這裏需要的是一種大融合的文

化，而中華文化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精華，

是這裏多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覺得佛教

也是世界文化中的精華，同時也需要學習

其他宗教的長處。

 

佛教在澳大利亞有多個支派，大家互相之

間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要形成一種互補

的、互相支持的文化，這個文化就會站得

住。包括各個社團也是一樣，在墨爾本

420 萬華人中有 1000 多個社團，我覺得大

家在重要的問題上應該要共同發聲，而且

互相之間不說不和諧的話，把自己做好，

並且去扶持他人，形成一種扶持的文化。

這也是我們佛教裏很講究的和諧、融合、

互補的精神理念。

冝䏻ꮣ唛我非常認同國生教授的這個

觀點，佛教各宗派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交流

非常重要，不僅是信衆，更重要的是大師

們之間的交流，因爲會起到引導的作用。

中國古人講，所有的風氣都是由上而下

的，上面的領導人是很開放的，那麽跟隨

他的人才會是開放的，否則就會形成各宗

派之間的門戶之見。

꯴嘼㏔气侷䱅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有門

戶之見，希望佛教能夠起帶頭作用，領軍

大團結、大融合。

冝䏻ꮣ唛三十多年前，我跟隨很多高

僧大德學習佛法，那時候剛剛經歷了文

革，這些儒釋道方面碩果僅存的高僧大德

們互相之間都沒有門戶之見，大家之間很

團結。當時我拜訪的三十多位高僧大德，

都是他們互相之間爲我推薦的。哪個師父

有什麽傳承，在哪個宗派裏是 擅長的，

他們互相都知道，就給我寫推薦信去拜師

學習。所以我通過在佛教各宗教法中的學

習，發現其實大家都是同樣地在弘揚釋迦

牟尼佛的教義，佛佛道同，殊途同歸，只

有彼此之間的平等交流、互相尊重、和諧

共進，才能促進佛教的整體興盛。

在愉快的交流中，時間如白駒過隙。會談

結束後，陳楊國生教授與智廣阿闍梨合影

留念後就此惜別，雙方相約未來能夠將這

些很好的理念實施在具體的工作中，爲世

界和平、人民幸福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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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er Xia Weijuan

Date: November 26, 2017
Location: Prof. Guosheng Yang CHEN’s residenc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Participants: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and Acharya Zhiguang 

About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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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84, Ms. Guosheng Yang CHEN started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Australia 
as an exchange teacher. Since 2015, she has 
been working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Australian Studies Forum of the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MIT), the 
director of the Hanyu Shuiping Kaoshi (HSK) 
Centre at RMIT, as well as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s of several disciplines. 

In 2015, she received RMIT’s medal of 
highest honor of the year; and in 2016, 
she was appointed as a Lifelong Honorary 
Scholar and a Lifelong Honorary Professor of 
RMIT.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global 
studies, languag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sian 
studies,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of women and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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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25, 2017, the 
public speech of “When Buddhism Meets 
Business” took place at RMIT and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audience. After the speech,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the director of 
RMIT’s Chinese Australian Studies Forum, 
who had been greatly suppor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peech, took a photo and 
had a further exchange of views with Acharya 
Zhiguang.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highly appreciated 
the wonderful speech by Acharya Zhiguang. 
They expressed the hope to have further 
discussions on how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modern society and how to 
promot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Upon 
the sincere invitation of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Acharya Zhiguang visited her in her 
home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y had a candid 
and in-depth conversation for more than two 
hours.

Transcript of the dialogue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When the 
organizers from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of Australia first presented 
to me the content of your speech, I suggested 
titling it as “When Buddhism Meets Business”, 
and they adopted it. After hearing your speech, 
I feel that this is a very good way to spread 
the Dharma because it makes the Dharma 
more comprehensible and readily acceptable 
to the audience so that they can benefit from 
it immediately. My impression is that you are 
the first Buddhist master ever spreading the 
Dharma in this way. I think it’s very good. In 
the future, we can also present similar theme 
talks that aim to resolve prevailing social 
issues with Buddhist wisdom, such as “When 
Buddhism Mee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ddhism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so 
forth.

Acharya Zhiguang: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superficial and formal things, What I 
really hope to do is to present to the public the 
substantial and quintessential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ddhism in a simple and easily 
comprehensible manner, so that people can 
actually tap into their true essence and gain 
real benefits from it. In fact, it is not important 
whether you officially become a Buddhist or 
not, and it doesn’t matter what kind of outfit 
you are wearing;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i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wisdom of Buddhism is 
practical and useful, and it can be very helpful 
to everyone. 

Whether you have faith or not, you only need 
to know what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is, 
what the essence of Taoism is, and what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s. And you can always 
use and benefit from their essential wisdom. 
Furthermore, we can also share the essence 
of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with others. 
For example, the core of Hinayana teachings 
is renunciation (the determination to liberate 
oneself from Samsara), which can be generally 
inspiring to most people; the essence of 
Mahayana Buddhism is an all-embracive heart, 
resolved to help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quintessence of Vajrayana lies in the sublime 
pure views and attaining Buddhahood in one 
lifetime. I think that the study of Buddhism 
should aim to break through its external form 
and extract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n order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how the wisdom of 
Buddhism can inspire the people,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era.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I think the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practice gu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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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you is brilliant. In the past, there seemed to 
be no practice in such form in the traditional 
monasteries. I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hear such very helpful wisdom. 
There are so many social activities for Chinese 
residents in Melbourne. Everyone is too 
occupied with these activities. It is so important 
that we spare nine minutes to practice this 
loving-kindness meditation every day and 
let our heart settle down. People will benefit 
greatly if they take your words seriously. For 
example, one of my friends that I had invited 
was very happy to hear your speech. She said 
that you had naturally integrated the cor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had presented them so clearly that 
she found your words exceptionally inspiring.

In the past two years, more and more Chinese 
Australians living in Australia started to learn 
Buddhism. Australia has a tolerant social 
environment. Although it is far from Eurasia 
geographically, the Australian continent is by 
no means culturally isolated. It has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various cultures in the world 
and has formed its unique social environment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In such a unique 
environment, how do you think we should 
better spread the Dharma to benefit the people?

A c h a r y a  Z h i g u a n g :  I  t h i n k  t h a t  t h e 
propagation of the Dharma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 imes and be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to suit the needs of the local sentient 
beings at the time. Meanwhile, we must realize 
that globalization has already become a trend 
in the world. We must have a broad vision 
and an open mind. Both economy and culture 
should be viewe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 have travelled to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more of a learning process for 

me. I have studi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mainly in the field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I think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lively 
and vigorous, not self-enclosed or stagnant. 
We must step out of our own circle and 
communicat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world to see and learn from their strengths. We 
need to find out if the view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acceptable to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see 
i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the 
Buddhist meditation techniques and such, 
can benefit not only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people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Y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learn with an open mind. I am 
68 years old now, spending 34 years in China 
and living just as long in Australia.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are 
“learning” and “giving”. I think they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Only the 
spirit of learning from others constantly can 
make us more tolerant. You don’t develop this 
kind of tolerance on purpose, but when you 
are learning from others, you will tolerate and 
respect others naturally. I think a good religion 
must be tolerant and inclusive.

Melbourne has more than 210 ethnic groups 
speaking over 190 languages. All these 
languages are not considered foreign languages 
here, but are called “our languages”, our 
own languages. And we have always insisted 
on this inclusive approach in our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s in Melbourne. What is 
needed here is a culture of great amalgam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and quintessence of the ethically-diverse 
culture here. I think that Buddhism i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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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intessence of the world’s culture, but it 
still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strengths of other 
religion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Buddhist schools and 
lineages in Australia. It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m to support each other and form a mutually 
complementary and supportive Buddhist 
culture. Only in this way will Buddhism stand 
firmly. The same is true for civil groups. The 
4.2 million ethnically Chinese population of 
Melbourne has more than 1,000 civil groups. 
I think they should speak out as a whole on 
important issues, and avoid saying alienating 
words about each other. Not only should they 
focus on their self-development, they should 
also help each other, nurturing a culture 
of mutual support. This spirit of harmony, 
integration and mutual complement is also 
strongly emphasized in Buddhism.

Acharya Zhiguang: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in this respec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and schools to learn from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followers is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ir teachers and masters, because they set 
examples for their followers. The ancient 
Chinese said that all social ethos is established 
from top to bottom. Only when the Buddhist 
teachers and masters are very open-minded 
will those who follow them become the same. 
Otherwise sectarian bias will arise among 
different traditions and schools.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Sectarianism 
exists in many religions in the world. I hope 
that Buddhism can take the lead in sectarian 
unity and integration.

Acharya Zhigua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I followed a number of eminent monks 
and masters to learn the Dhar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just ended at that time. Those 
rare few great master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or Taoism, who luckily survived “the 
decade of catastrophe”, harbored no sectarian 
bias and were on very good terms with each 
other. All the thirty-odd masters I visited at 
the time had recommended each other for 
my study. They knew each other very well as 
regards what lineages the others had and what 
tradition or school their expertise lay in, and 
they would writ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or 
me to learn from the other teachers. Through 
my studies in various Buddhist traditions and 
schools, I realized that, in essence, they were 
all propagating the teachings of Shakyamuni 
Buddha. In fact, all Buddhas preach the same 
spiritual path, and whatever expedient means 
they might employ are all meant to lead 
sentient beings to enlightenment. Therefore, 
the thriving of Buddhism as a whole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and schools can stay in harmony and make 
progress together through mutual respect and 
communication on an equal basis. 

Time flew by so fast during the pleasant 
conversation. In conclusion, both sides 
expressed the will to join hands in future 
endeavors to promot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welfare of the people by putting into practice 
the ideas discussed in the conversation. 
Afterwards, Prof. Guosheng Yang CHEN and 
Acharya Zhiguang took a photo together and 
bid each other far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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傽免2017 年 11 月 26 日

㖪䨿オーストラリアメルボルン　陳楊国生教授宅

㸑鞼脢陳楊国生教授　智廣阿闍梨

꯴嘼㎼气侷䱅　　1984 年、交換教師として、オーストラリア・ロ

イヤル・メルボルン工科大（以下 RMIT）に赴任。2015 年、RMIT

豪中研究学会主任、在豪 HSK テストセンター主任、多数の学科顧

問委員会委員を兼任、RMIT にて 高位の名誉勲章授与。2016 年、

RMIT にて終身名誉学者及び名誉教授の称号を授与。研究内容：全

世界学、語学、文化教育、高等教育の国際化、アジア研究、中国

文化の世界化、女性及び青少年の発展。

♊侷ֿ㝃⩧倁גז⚷⮃מ免陳楊国生教授と智廣阿闍梨の対談

■  記者　夏衛娟

Ӛ�꤫嘥㕂欰侅䱇ה兰䑝ꡇ唄ך❜崨ׅ圬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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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5 日午後、智廣阿闍梨が

RMIT で、『仏教と商業の融合』について

講演を行った際、数多くの来賓から賛辞

を頂きました。講演会終了後、今回の講

演会の為に多大なる支援をした RMIT の

豪中研究学会の主任である陳楊国生教授

がステージにて、智廣阿闍梨と親しげに

記念撮影をし、更なる交流を深めました。

陳楊国生教授は智廣阿闍梨の今回の講演

を大変高く評価し、今後どの様にして中

国の伝統文化を現代社会に融合するの

か、また、どの様にしてより良い文化交

流が出来るのかについて更に一歩踏み込

んで話し合いました。翌日、陳楊国生教

授が智廣阿闍梨を自宅へ招き、二時間以

上にも及ぶ奥深い対話が行われました。

㸑霁㵆ꜗ
꯴嘼㎼气侷䱅当初、豪州一乗のスタッ

フから、智廣先生の講演内容を紹介され

た際、私はすぐにそのテーマを『仏教と

商業の融合』にしてはどうかとアドバイ

スをした所、それを採用していただきま

した。先生の講演を聞いた後、この様な

伝道の方法はとても良いと思いました。

皆がより受け入れ易く、すぐに利益を受

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私は今まで、この

様な方法で仏教を伝えている方に出会っ

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非常に素晴らしい

と思います。将来的に、私たちが共に『仏

教と国際政治の融合』や『仏教とアジア

及び太平洋の安全』等の仏教の理論や知

恵により、現代社会の問題点や課題を解

決へ導けたら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冝䏻ꮣ唛私は、伝統文化や仏教を、

表面上、形式的なものではなく、その精

髄、実質的なものを、 善の方法で分か

りやすく表現して伝える事で、皆さんに、

その真の精髄、真の利益を得て頂きたい

のです。仏教に入るか入らないかは重要

ではなく、どんな服装をしているかも重

要ではありません。仏教の教えの知恵を

知る事こそが も重要であり、それが皆

さんの助けとなること、それが も大切

な事なのです。

信仰があるか無いかはさて置き、ただ、

「儒教」の真髄は何か、「道教」の真髄

は何か、「仏教」の真髄は何か、それぞ

れの知恵の真髄を皆さんが知り、その優

れた部分を享受すればよいのです。さら

に言えば、私たちは仏教の各宗派の良い

部分を皆さんに伝える事ができます。例

えば、小乗仏教での核心は「出離心」で

あり、多くの方がそこに普遍的意義を見

出しています。また、大乗仏教の黄金則

は「寛大な心を持ち、すべての衆生を助

ける」であり、金剛乗の黄金則は、殊勝

なる「清浄な見解や即身成仏」等。私は、

仏教の研究は外在的な形式を突破し、仏

教本来の姿を表現することだと思ってい

ます。皆様が仏教智慧が現代の国民、社

会、政治に対しどの様な啓発を与えてい

るのか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と思い

ます。

 

꯴嘼㎼气侷䱅智廣先生は皆さんの慈心

禅を導くのがとても上手ですね。本当に

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す。これまでの伝統

的な寺院ではこの様な導きの方法はあり

ませんでした。今後、さらに沢山の人達

がこの非常に有益な講演を聞きに来られ

たらいいですね。メルボルンでは非常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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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くの中国人のイベントあり、皆それら

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するのに大忙しです。

もし毎日９分間の時間を作り、慈心禅を

修し、心を落ち着かせる事ができれば、

どんなに良いでしょうか。それは、彼ら

にとって本当に必要な事です。今回、先

生の講演に私の友人を招待したのです

が、彼女は先生の講義を聞いて、「智廣

阿闍梨は、儒釈道の三教をこんなにも自

然に融合させ、こんなにも分かり易く説

明してくださった」と、とても感動し、

勉強になったと喜んでいました。彼女の

ように、もし智廣先生の話を皆さんが真

剣に聞くことができれば、本当に多くの

利益が得られることでしょう。

近年、在豪州の華人の間で、仏教の勉強

を始められる方がますます増えていま

す。オーストラリアはとても開放的な環

境であり、欧州やアジアとは離れていま

すが、孤島ではなく世界各国の文化との

繋がりがある事から独特な多元文化環境

が形成されています。先生は、この環境

の中で、仏法をより多く伝え広め、より

多くの皆さんを利益するには、どのよう

にしたら良いと思われますか？

 

冝䏻ꮣ唛私は仏教を伝えるには、時

代や地域に応じて、「その場」「その

時」の衆生の状況に適した方法にするべ

きだと考えています。同時に、急速な勢

いでグローバル化が進んでいる現代社会

では、広い視野と心を持ち合わせ、経済

においても文化においても、私たちは、

グローバルな視点から見る必要がありま

す。私は世界の様々な国を周遊しました

が、その一番の目的は学ぶことでした。

私は中国の伝統文化の三教を 30 年以上

勉強してきましたが、その中で、伝統文

化とは、いきいきと生きているものであ

り、固定概念に囚われるようなものでは

ないと感じました。ですから、我々は世

界へ出向き、世界中の異なった文化と交

流するべきなのです。他の人々は、私た

ちが学ぶべきどんな長所を持っているの

でしょうか、そして私たちの三教の教え

を彼らは受け入れ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でし

ょうか、我々の禅修を含め、その素晴ら

しい教えは、中国の人々だけにでは無く、

世界各国の人々にも同様な利益があるの

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꯴嘼㎼气侷䱅そうですね、心を大きく

開いて学ぶ態度は非常に大切だと思いま

す。私は今年で68歳になります。丁度、

中国で 34 年、オーストラリアで 34 年に

過ごしてきました。私が思う私の人生の

中での も大きな収穫、それは「学習」

の二文字、それから「奉仕」と言う言葉、

この二つは人生の中で も大切な事で

す。常に他の人々から学ぶこの精神こそ

が、私たちをさらに寛大にしてくれます。

この寛大さは自分で作り出せるものでは

無く、学ぶ事を通して、自然と寛大にな

り、他者を尊敬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す。

私は、良い宗教は必ず寛容性があるもの

だと思います。

メルボルンには 210 もの民族があり、

190 もの様々な言語があります。私たち

はここで、あらゆる言語は外国語ではな

く、「私たちの言語」として考えていま

す。つまり自分の言語なのです。言語の

教育面では、私たちは常にこの様な寛容

性を持ち続けて来ました。ここでは、い

わゆる「大融合の文化」を必要として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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り、その中でも中国文化は、ここにある

多民族文化の一部分として、決して無く

てはならない大切な存在なのです。私は、

仏教は世界文化の精華であると同時に、

他の宗教の良い所も学ぶ必要があると思

っています。

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は仏教の多くの宗派が

あり、それぞれお互いを支え合う事がと

ても大切です。互いに補い合い、互いに

支持し合えば、その文化はしっかりと成

り立ちます。それは各社団にも同じ事が

言えます。メルボルンにいる 420 万人の

中国人の中に、1000もの社団があります。

私は重要な問題に面した際に、皆それぞ

れが発言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おり、

争う事は避けるべきです。自分自身がし

っかりとし、他者を助け、助け合いの文

化を形成すべきです。これは私たちの仏

教の中でも本質的な教えである、「調和」

「融合」「助け合い」の精神理念です。

 

冝䏻ꮣ唛国生教授の観点に心から賛

同します。仏教の各宗派間で互いに学び、

交流する事が非常に重要です。信徒だけ

でなく、信徒を導く立場にある大師同士

の交流が更に重要なのです。中国古人の

「全ての気風は上から下へ流れる」とい

う言葉のように、導く者が開放的であれ

ば、付いて学ぶ者も自然と開放的な人に

なります。そうで無ければ、各宗派が互

いに偏見抱いてしまいます。

 

꯴嘼㎼气侷䱅世界では多くの宗教が排

他的ですが、仏教が先頭となり影響を与

え、全てを団結し、大融合することがで

きればと願っています。

冝䏻ꮣ唛30 年程前、私が多くの高僧

大徳から仏教を学んでいた当時、ちょう

ど文化大革命を経験しましたが、その中

で残った三教の高僧大徳の方々は誰ひと

り、互いの教えに偏見を持っている人は

いなく、皆が団結していました。当時、

私が訪問した 30 名以上の師匠は皆、そ

れぞれ互いに私に推薦してくださった

方々です。「あの師匠はこの様な伝承を

持っている」「あの師匠はその宗派の中

でも素晴らしい方だ」等と彼らはお互い

を理解しあって、私に、それぞれの師匠

の元で学ぶ為の推薦状を書いてくれまし

た。ですから私は、各仏教の中の各宗派

を学ぶ中で、皆同じように釈迦牟尼仏の

教えを広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全

ての仏様は同じであり、道は違えど目的

は同じだということに気が付きました。

相互間の平等な交流、互いの尊重、互い

に調和し前進することこそが、仏教全体

の発展に繋がるのです。

 

この愉しい交流のひと時はあっという間

に終わりました。対談を終えた陳楊国生

教授と智廣阿闍梨は記念撮影をし、惜し

みながら別れを告げ、互いに、この素晴

らしい理念を将来具体的な形で実施し、

世界平和の為、また人々の幸せの為に努

力をすることを約束しました。

┞▘陨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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舣岻襫忶翙ꉜ갅䗼岻襫㐌梘潍疿
《法華經》古代感應故事一則

■ 智廣阿闍梨

在古代有一個老太太住在潯陽江邊，專門

買來別人打撈的魚，然後殺魚賣魚，以此

爲生。她殺了幾十年的魚，一生就這樣造

殺業度過，沒有做過其他行業，也沒有利

用人身做一些有利益的善事。因爲不懂得

因果，所以造下了非常嚴重的惡業。

老太太有一天突然死了，死了以後就來到

閻羅王面前。閻羅王就問老太太：「你

生在人間種了什麽善根，做了什麽好事

嗎？」一般來說，到了閻羅王那裏，首先

就會被質問一生善惡如何。

老太太想了半天，好像一輩子除了殺魚，

其他也沒做過什麽事情。特別是被問到

「有沒有做過什麽善業」，她想了半天，

好像沒有做過任何善業。然後閻羅王似乎

提醒她似的，說：「你再仔細想想。」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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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王爲什麽叫她再仔細想想？因爲閻羅王

手中有檔案，你做過的所有事情他都有記

錄。我們每個人、所有的衆生其實在閻羅

王那邊都有檔案，他那裏不僅有「電腦」，

而且還有「投影」古代叫「業鏡臺」。

閻羅王只要把你的檔案調出來一查，你一

生中從生下來開始一直到死掉，所有的事

情就全都出來了，就像放錄像一樣，全都

顯現在「業鏡臺」上，絲毫不會冤枉你的。

所以你在閻羅王面前 好不要說謊，你所

有的壞事瞞不過閻羅王，所有的好事也瞞

不過閻羅王。

這個老婦人其實還是做了一件好事的，所

以閻羅王又問她：「你好好想想，除了

每天殺魚賣魚，難道完全沒有做過善事

嗎？」後來老太太總算想起一件善業，她

說：「我有一次去收購魚，忽然下起了傾

盆大雨，船不能走了，我就被困在了一個

島上。島上有個廟，我躲在廟裏避雨。當

時，廟裏面有個出家人正在講《妙法蓮華

經》，我就在那聽了半天講經。」說完她

就問閻羅王：「我這件事算不算善業？」

閻羅王聽了她這番報告以後，連聲稱讚：

「甚微妙善。」這不僅是善，而且是非常

微妙的善啊！閻羅王說：「你功德太大了，

我要放你返還人間。本來你應該受的果報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就是因爲你聽了一回

《法華經》，以前幾十年殺魚的惡業全部

消掉了。不過，雖然消掉了，但是我還是

要讓你去看看，如果不聽《法華經》的話，

你應該受什麽樣的果報。」

於是就命一地獄冥官帶老太太去參觀地

獄。他們來到地獄的業海邊，這裏有成百

上千的捕魚人，都被用鐵繩束著脖頸，身

上綁縛著杻械枷鎖，在那裏受苦。空中一

直有火輪掉下來，砸進他們的腦袋裏、身

體裏，他們就被活活燒死。還有很多各種

各樣的死法：被砍頭、被開膛破肚……以

前他們怎麽殺魚的，就在地獄裏面怎麽被

處死。 痛苦的是，處死以後風一吹又活

了，然後再繼續被宰割，這樣反反復復地

死去活來、活來又死去。獄卒們把他們的

腸子掏出來，把他們的肉剔下來吃掉，把

他們的骨頭折斷喝裏面的骨髓。全部吃完

了以後，又讓他們復活，然後再讓他們死

掉，再吃他們身上的肉。地獄裏面充滿了

這些罪人們的嚎叫：「痛啊！痛啊！」

冥官叫老太太去問他們爲什麽受此惡報，

老太太非常恐怖，不敢去問，冥官就大聲

喝問說：「你們造了何種罪業，現在受這

樣的苦報？」罪人們回答說：「都是因爲

我們愚癡，不懂得因果報應的道理，在人

世間捕食魚龜，賣魚殺魚爲生，所以現在

百死千生地感受這樣的痛苦啊！」

冥官帶著老太太在業海邊看到無數罪人都

在受刑罰、死生之痛苦。忽然之間，看到

有一個獄卒在那裏打瞌睡，然後老太太就

問：「你爲什麽這麽空閑？」他說：「本

來有一個殺魚的老太太，死了以後會到這

裏來受苦的，但是聽說她聽了《法華經》，

免了地獄之罪，不用來受苦了，所以我就

沒事幹了。」

老太太聽了這話以後，馬上對《法華經》

生起了無比的感恩之心，就合掌念了一聲

「南無妙法蓮華經」。沒想到，她念了這

一句以後，整個地獄的所有衆生忽然都不

見了。冥官趕緊帶著老太太回去稟報閻羅

王，閻羅王說：「哎呀，是我的失誤，本

來只是想讓你去看看你該受的苦，讓你記

住教訓，回到人間不要再造殺業。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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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罪人們聽到你一聲『南無妙法蓮華經』，都解脫了地獄苦，全

部升到天上去了。」

閻羅王趕緊讓老太太回到人間去，並囑咐她要把這些所見所聞告訴

江邊的人，讓大家都好自爲之。所以老太太後來回到陽間，她就跟

人們分享了她在地獄的經歷，聽到的人都對《妙法蓮華經》生起了

無比的信心。

你看，地獄裏面的無量罪人，只是聽到「南無妙法蓮華經」，就馬

上解脫了，全部升到天上去了。你想想看，如果念整部《法華經》，

功德有多大？根本無法估計！

講完這個故事，我要特別隨喜大家，因爲你們已經學習了這《醍醐

一滴》中來自《法華經》的十二句話，而且你們的學習態度一定比

當時這位殺魚老太太因爲躲雨順便聽法要認真恭敬得多吧？所以你

們的功德很殊勝啊！我相信聽了這個故事，你們一定知道怎麽對付

閻羅王了。以後大家如果有機會到閻羅王那裏「做客」，千萬要記

住，到地獄裏面就趕緊大聲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不單你可以解

脫，所有聽到的衆生全部都會解脫。

這則古代的真實感應錄，讓我們看到《妙法蓮華經》真不愧爲「經

中之王」，加持力和功德實在是不可思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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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ed by Acharya Zhiguang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as an old woman who 
lived by the Xunyang River and made a living 
by killing and selling fish that she purchased 
from the local fishermen. She had done this for 
decades and spent her entire life killing fish, 
without ever taking any other jobs or making 
use of her human life to do any good deeds 
that would benefit herself or others. Because 
she did not know the law of karma, she created 
very serious negative karma. 

One day the old woman died suddenly and 
came to the presence of Yamaraja.Yamaraja 
asked the old woman, “What kind of good roots 
have you planted in the human world, and what 
kind of good deeds have you done?” (Generally, 
when you come to Yamaraja, you will first be 

questioned about what good and evil you have 
done in your life.)

The old woman thought for a long time, 
recalling nothing special but killing fish for a 
lifetime.She pondered this for quite a while, 
especially the question of what good deeds she 
had done, yet failed to think of anything that 
might count as a good deed. Then, Yamaraja 
asked her to think again carefully, as if he were 
trying to remind her of something. Why did 
Yamaraja ask her to think again? Because he 
has files at hand that record everything people 
have done in their whole life. Yamaraja keeps 
such files for every human being and every 
living being. Not only does he have a sort of 
“computer” in hell, he also has a “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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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as called the “karma mirror stage” in 
ancient times.Yamaraja simply needs to open 
your file with a click and everything you have 
ever done in your entire life from birth to death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karma mirror, like a 
movie projected on the screen. The file will 
be perfectly precise without even the tiniest 
error. Therefore, you‘d better not lie in front 
of Yamaraja, as there’s no way to hide any bad 
things you’ve done from him. Of course, it’s 
the same with all the good things you’ve ever 
done, too.

In fact, the old woman had done one good deed, 
so Yamaraja asked her again, “Think about it 
very carefully! Have you really done no good 
at all, but only killed and sold fish every day?” 
Finally, the old woman remembered a good 
deed she had done. She said, “Once, I was on 
a trip to purchase fish. Suddenly, rain began to 
pour down and the boat I was on could not go 
any further. So I was stranded on an island with 
a Buddhist temple on it. I took shelter from 
the rain in the temple. At that time, a monk 
was giving a lecture on the Lotus Sutra, and I 
listened to it for quite a while.” And then she 
asked Yamaraja, “Does that count as a good 
deed?”

After listening to her report, Yamaraja praised 
her profusely, saying, “A very profound and 
subtle one indeed!” So, you see, it was not 
simply a good deed, but also a very profound 
and subtle one! Yamaraja then said, “You have 
generated so much merit that I will let you 
return to the human world. The retribution for 
your evil actions would have been very serious, 
and it is only because you once listened to that 
lecture on the Lotus Sutra that your bad karma 
of killing fish for decades has been eliminated 
completely. However, I still want to show 
you what kind of retributions you would have 
received if you hadn’t listened to the lecture on 

the Lotus Sutra.”

Then he ordered one of his subordinates to 
take the old woman on a tour of hell. When 
they came to the sea of karma in hell, the old 
woman saw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ishermen were tied up with iron chains around 
their necks and shackles on their bodies, and 
all were suffering terribly. Wheels of fire 
relentlessly fell on them from the sky, crashing 
into their bodies and skulls and burning them 
to death. Those that escaped this died in other 
ways: some were beheaded, some were gutted, 
and still others met with other ends. They were 
being executed by the exact same methods that 
they had used to kill fish during their lifetimes. 
But the most excruciating thing of all was 
that after they were executed, a wind blew on 
them and they all came back to life, only to be 
slaughtered again just like before. It went on 
and on like this, unceasingly; they died, came 
back to life, got killed again. The jailers ripped 
out their intestines, cut their flesh off the bones 
and ate it, broke their bones to suck out the 
marrow inside. After they had finished eating, 
the jailers would bring them to life again and 
then kill them again to eat their flesh. The 
screams of these sinners filled the whole place: 
“Pain! Pain! Pain!”

The warden told the old woman to ask 
them why they were suffering such terrible 
retributions, but she was too horrified to say 
a word. The warden cried out to the sinners, 
“What kind of sins have you committed to 
deserve such bitterly painful retributions?” 
They answered, “Because we were so ignorant 
that we didn't know the principle of karma, 
we preyed on fish and turtles in the human 
world, and made a living by killing and selling 
fish. That’s why we are now suffering such 
excruciating pains, over and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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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by the warden, the old woman witnessed 
countless sinners being punished and tortured, 
incessantly suffering painful lives and deaths. 
Suddenly, she saw a jailer who was sleeping, 
and she asked, “Why are you so idle?” He 
replied, “An old woman who killed fish for 
a living should have been brought here to be 
punished when she died, but I heard that her 
sins, which should have caused her to suffer in 
hell, were all expiated because she had listened 
to a lecture on the Lotus Sutra. Since she didn’t 
have to suffer here anymore, I’ve been left with 
nothing to do.”

Upon hearing this,  the old woman was 
immediately filled with such overwhelming 
gratitude for the Lotus Sutra that she pressed 
her palms together and chanted, “Namo the 
Lotus Sutra.” As soon as she chanted this, 
all the beings in the whole of hell suddenly 
disappeared! The warden hurriedly took the 
old woman back to Yamaraja and reported to 
him what had just happened. Yamaraja said, 
“Oh, this is my fault. I had only wanted you to 
see how you should have suffered to make you 
remember the lesson, so that when you returned 
to the human world you would stop killing. I 
didn’t expect that these sinners would hear you 
say ‘Namo the Lotus Sutra’ and all be liberated 
from hell and elevated to heaven!”

Yamaraja rushed to let the old woman return 
to the human world and instructed her to tell 
the people living by the river what she had 
seen and heard in hell, so that they would 
conduct themselves well in the future. After she 
returned to the human world, she shared her 
experience in hell with the local people as she 
had been instructed, and everyone who heard 
her story generated exceptional faith in the 
Lotus Sutra.

You see, all the countless sinners in hell were 

immediately freed and elevated to heaven 
simply because they heard the old woman 
chant, “Namo the Lotus Sutra”. Try and 
imagine how much merit you will generate 
if you chant the entire Lotus Sutra. It simply 
cannot be measured!

Now that I have told you this story, I greatly 
rejoice with all of you, because in this book you 
have already learned the twelve verses from 
the Lotus Sutra. And what’s more, your attitude 
to learning must have been much more serious 
and respectful than that of the old woman who 
killed fish for a living and only listened to 
the lecture on the Lotus Sutra by coincidence 
when she took shelter from the rain. So, the 
merit you have generated by doing this is very 
great indeed! I believe that after listening to 
this story, you must already know how to deal 
with Yamaraja. In the future, 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e a “guest” at Yamaraja’s plac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you should chant 
“Namo the Lotus Sutra” as soon as you get to 
hell, so that not only you, but also all the other 
beings who hear it, will be freed from hell.  

This ancient case of receiving blessings from 
the Lotus Sutra shows us that the Lotus Sutra 
really does deserve to be honored as the “King 
of Sutras,” and its blessings and merits are truly 
unfathom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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岻襫篒臞ׄף忶翙踼ゃֻף㐌梘ֿ疿םמ
『法華経』一つの古代感応伝説

■ 智廣阿闍梨

昔、潯陽江の近くにある御婆さんが住ん

でいました。この御婆さんは漁師から魚

を買ってきて、殺してさばいて売ること

で、生計を立てていました。何十年も魚

を殺し続け、一生このように殺生の業を

犯しながら生きていました。他の稼業を

したことはなく、身体を用いて利益のあ

る善業を作っ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のです。

因果の理を知らないがために、非常に重

い悪業を積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ある日、御婆さんは突然死んでしまい、

閻魔王のところに連れて来られました。

そして閻魔王は御婆さんに「あなたは人

道において善行を積みましたか？何か良

いことをしましたか？」と聞きました。

一般的に、閻魔王のところに連れて来ら

れたら、まず一生の善悪について聞かれ

ます。

御婆さんはよく考えてみましたが、自分

の一生は魚を殺したこと以外には何も思

いつきません。特に、「善業を行ったこ

とがありますか」という質問に対しては、

いくら思い出そうとしても善行をした記

憶はありません。「もっと良く思い出し

てみなさい」と閻魔王は御婆さんに何か

気付かせようとしている口ぶりです。な

ぜなら、閻魔王はすべての人の一生の記

録ファイル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です。そこ

には、その人が何をしたのかがすべて記

録されています。閻魔王のところに「パ

ソコン」もあれば、「プロジェクター」――

古代では「業鏡台」と呼ばれていたもの

があります。閻魔王があなたのファイル

を取り出すと、あなたの一生の記録が出

てきます。録画映像のようにあなたの一

生のすべての行いが正確に「業鏡台」に

映し出されるのです。ですから、閻魔王

の前に偽りは無用です。あなたの善悪は

すべて閻魔王に知られているので、隠す

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この老婦人はやはり一つだけ良いことを

していたので、閻魔王はもう一度聞きま

した。「よくよく思い出してみなさい。

毎日魚を殺して売ったこと以外に、本当

にひとつも善行をしなかったのか？」し

ばらくすると、御婆さんはやっとのこと

で自分がした善行を思い出しました。「あ

る日、魚を仕入れに行った時、急に大雨

が降りだしたので、舟を進めることがで

きず、ある島に留ま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その島には一つのお寺があって、丁度そ

こで雨宿りをしていた時に、ある僧侶さ

んが『妙法蓮華経』を説法して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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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して、私はそこで半日ぐらい説法を聞

きました。」そして彼女は閻魔王に「こ

れは善行といえるのでしょうか？」と尋

ねました。

閻魔王は御婆さんの話を聞くと、何度も

褒めました。「これはなんと素晴らしい

ことだ！」なんと、ただの良いことでは

なく、非常に素晴らしいと言われたので

す！閻魔王は続けて言いました「お前の

功徳は非常に大きいので、人間の世界に

返してあげよう。本来お前の果報は非常

に重いものだが、この一度『法華経』を

聞いたという功徳で何十年も魚を殺し続

けた殺生の悪業はすべて消し去られた。

しかし、そうは言っても、やはりお前に

は『法華経』を聞かなければ、どのよう

な果報を受けるべきだったのかを見せて

あげよう。」

そして、閻魔王は地獄の冥官に御婆さん

を地獄の見学に連れていくように命じま

した。二人は地獄の業の海に来ました。

そこでは何千何百名もの生前魚を捕って

いた人達が、鉄の縄で首を縛られ、足枷

と鎖をつけられ、苦しんでいました。空

から火の輪が落ちてきて、彼らの頭に、

体に撃中し、生きながら焼かれて死んで

いきました。他にもたくさんの死ぬ方法

がありました。首を刎ねられ、お腹を切

られ・・・これらは生前自分が魚を殺し

たのと同じ方法で殺されていたのです。

一番酷い苦しみは、殺されても、風に吹

かれるとすぐにまた生き返るので何度も

殺されては生き返り、生き返っては殺さ

れるという苦しみが続きました。獄卒達

は彼らの腸を取り出して、肉を食べ、骨

の中の骨髄を飲みました。すべて食べ終

えると、再び生き返らせては、殺して食

べていました。「痛い、痛い」という悲

痛の叫びが地獄に響いていました。

冥官は御婆さんに、彼らがその悪報を受

けている原因を聞くように命じられまし

たが御婆さんは怖くて聞けませんでし

た。すると冥官は大きい声で彼らに「あ

なた達は今こんなに苦しんでいるが、昔

どんな悪業を犯したのか」と聞きました。

すると罪を犯した人々は、「因果果報を

知らずに自分の愚痴から生前魚を捕り、

殺して売って生計を立てていました。そ

れで今このように何百回、何千回も生き

返り苦痛を受けています。」と答えまし

た。

冥官が御婆さんを連れて無数の罪人が刑

罰を受け、死生の苦しみを受けているの

を見ている時、不意に、居眠りをして

いる獄卒を見かけたので、御婆さんはこ

う聞きました。「あなたはなぜこんなに

暇なのでしょうか？」すると彼は、「も

ともと魚を殺していた御婆さんがいて、

死んだらここで悪報を受ける予定でした

が、『法華経』を聴いたことがあるそうで、

地獄の罪が免罪されたので、私のするこ

とが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と答えま

した。

御婆さんはこれを聞くと、すぐ『法華経』

に無上の感謝の気持ちが生じ、合掌して

「南無妙法蓮華経」と唱えました。すると、

思いがけないことに、地獄にいたすべて

の衆生が消え去り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

です。冥官はすぐさま御婆さんを連れて

閻魔王のところに戻り報告すると、閻魔

王は「私の過ちだ。もともと、ただあな

たが受けるべきだった苦しみを見たこと

を教訓とし覚えさせ、世の中に戻って再

び殺生の罪を犯さないようにさせるつも

りだったが、まさかあなたの「南無妙法

䠋䥧䠋䜗
��



蓮華経」を読む声を聴いて、彼らが地獄

の苦しみから解脱し、昇天してしまうこ

とになろうとは、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

と言いました。

閻魔王は御婆さんに早く人間の世界に戻

り、自分の見聞きしたことを周囲の人に

教え、皆に自分の行いを正させるように

言いました。そうして、御婆さんは生き

返ると、自分が見聞きしたことを周囲の

人に教え、それを聞いた人は皆『妙法蓮

華経』に対し無上の信心が生じました。

皆さん、地獄の無数の罪人が「南無妙法

蓮華経」という一言聞くだけで解脱でき、

天道に行ったのです。考えてみてさい、

『法華経』の一冊を読むことができたら、

その功徳がどんなものでしょうか。計り

知れないほどの功徳でしょう。

この伝説を語り終えて、私は皆さんが、

この『醍醐一滴』の『法華経』からの

十二の句の言葉を学んだことを随喜して

ます。皆さんの学習態度はその魚殺しの

御婆さんが雨宿りのついでに聞いている

よりも、ずっと真剣で敬虔な態度でしょ

う。ですから、皆さんの功徳はとても素

晴らしいのです。この話を聞いた皆さん

はきっとどのように閻魔王に対処すれば

良いのかを知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

先皆さんが閻魔王のところに行く機会が

あれば、地獄に入ったらすぐさま大声で

「南無妙法蓮華経」と唱えることを忘れ

ないでください。あなただけではなく、

それを聞いた衆生も解脱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のです。

            

　この古代の感応伝説から我々は、『妙

法蓮華経』が正に「諸経の王」であり、

その加持力と功徳の摩訶不思議な素晴ら

しさ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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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弟子寫給智廣阿闍梨的「彙報信」，在征得作者同意之後，

我們看到了這篇文字。

 

頂禮大恩上師！

距離弟子這次生孩子已經過了 15 天，慚愧弟子向上師彙報一些感

受。

這次生孩子，我心裏不是不緊張。首先是沒有家人在身邊，先生和

父母都遠在其他省市，一旦「發動」得太快，我和胎兒可能會很危險；

其次是之前打卦，卦象顯示不是很好生，會有點麻煩。

緊張歸緊張，但因爲上師三寶的加持，我心裏還是有幾分安心，覺

得自己做好應該做的，每天念經祈禱所有孕婦都能生產順利，至於

䠋䥧䠋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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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經歷什麽，一定都是佛菩薩對我的特

殊加持。

事實證明，把一切託付給上師三寶，上師

三寶一定會給我們 適合的安排。這次生

產過程非常順利，不早也不晚，諸佛菩薩

幫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孩子正好足月，

體重正好達標，閨蜜正好陪我上醫院，道

友正好可以幫我帶家裏的小孩，而我的先

生也正好能夠連夜趕到。

之前所擔心的事情都沒有發生，而上師三

寶爲我安排的，比我能想象到的「 完美」

還要「更完美」。

 

這次的生產過程，弟子一大感悟是：法門

多，竅訣多，真是太重要了！

當陣痛還沒有那麽強烈，我可以修自他相

換，希望所有孕婦生產順利，所有產婦的

痛苦由我來承受；可以問自己「感受痛的

『我』在哪裏？」兩種方式都非常有效，

痛的感覺馬上大幅度減弱。

接著，當我的身體不受控地發抖，我告訴

自己「放鬆，專注，覺知」，一定是上師

的加持，我的身體馬上就平復了。但是，

這樣反復觀修幾次，我這顆凡夫之心很快

疲厭，於是我又切換成「如夢如幻」觀，

告訴自己即便現在看似真實的感受，其實

也不過是「一場大夢」。

到了 後，傳說中的「十級疼痛」來臨，

我什麽都觀不起來了，實在太痛了，我的

腦子裏只剩下「上師知」，只剩下祈禱。 

感恩上師，就是這一句「上師知」，在那

一瞬間撫平了一切，讓產床上的我馬上冷

靜了下來。

弟子非常感激上師平時爲我們傳授這麽多

的法門、竅訣。如果只有一個方法，我一

個人在冷冰冰的待產室裏度過漫長的十

幾個小時，一定做不到自始至終的正知正

念，但是上師給了我們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可以換著修，一個方法用「累」了，可

以換下一個，總有一個「好用」。

弟子的另一個感受是：能在中陰身保持覺

知，一定非常困難。在「十級疼痛」降臨

之前，我還能「假裝有慈悲心」，能想

一想衆生，能有點理智；但是在 痛的時

候，我的任何「悲心」都發不起來了，只

想著自己快點解脫，僅存的一丁點清醒只

夠讓我祈禱上師。

所以，平時的聞思修真的太重要、太重要

了。在 要緊的關頭，我們也許正好孑然

一身，周圍沒有道友，這雙凡夫的雙眼也

看不見身邊的諸佛，當我們「仿佛什麽都

想不起來了」，平時上師點點滴滴的教誨

就會發揮作用，上師的溫暖緊緊包圍著我

們，上師慈悲的愛源源不斷地給予我們能

量，我們也深信上師就在身邊，陪伴我們

走過。

願我能記得輪迴的苦，修行的時候，才知

道法身慧命有多珍貴。感激大恩上師一直

以來的加持！有上師在，真的很幸福。

祈願所有孕產婦孕期健康、生產順利，所

有寶寶安樂易養，願我們經歷的疼痛，都

是修行路上的助緣，願衆生都能獲得究竟

的幸福快樂！

弟子妙恭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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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不僅僅是聽經、共修，這些當然是學佛，但是學佛的基礎是賢

良的人格。我們首先要儘量把人做好。所謂把人做好就是要盡本

分、負責任，讓衆生歡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分，父母親應該慈愛兒女，兒女應該孝敬父母

親；夫妻之間應該互相敬愛；哥哥姐姐應該友愛弟弟妹妹，弟弟妹

妹應該恭敬哥哥姐姐；作爲領導應該愛護所有的員工，作爲員工應

該負責任努力把本分工作做好。

如果因爲自己學佛而讓家人煩惱，這樣確實不太好。要「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多爲家人著想，多站在他們的角

度考慮問題，用慈悲心、寬容心來對待家人。

另外，每天念經修法回向給家人，也會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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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ed by Acharya Zhiguang:

Practicing the Dharma is not just about 
listening to the Dharma or attending group 
practice. Of course, these are Dharma 
practices. However, the foundation of 
Dharma practice is possessing a virtuous 
character. We should, above all, do our 
utmost to be good people, which means we 
should fulfil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make other beings happ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roles and duties: 
parents should love their children, while 
children should be filial to their parents; 
wives and husbands should respect and love 
each other; elder siblings should love and 
care for their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in return, should respect their elder 

siblings; the management should take good 
care of the staff, who, in return, should be 
dutiful and work hard to do their job well.

It is indeed not good if our Dharma practice 
annoys our family. “When we do not, by 
what we do, realize what we desire, we 
must turn inwards and examine ourselves in 
every point.” We should examine ourselves 
for the causes, be more considerate of 
our families, see things mor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and treat them wi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In addition, dedicating our merits of 
chanting sutras and other Dharma practices 
to our family on a daily basis would also be 
very helpful to them.

ゼ���瞩���ꛈ
��



蔦⮕ֿ♊ꇔֿכ׆⪝מյ㵶傉䜫־ֹךַגֹלגױն

冝䏻ꮣ唛㎈瞩
仏道に入るとは、ただお経を聞く、仏法

共修をすること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も

ちろんそれらも仏道の修行のひとつです

が、仏道で も基礎となるのは賢良な人

格であることです。

私たちはまず、なるべく人として正しく

あるべきです。人として正しくあると

は、自分の本分を全うし、責任を負い、

衆生を喜ばせることです。

一人ひとり、それぞれの本分がありま

す。父母は子供に慈愛を注ぎ、子供は両

親に孝行し、夫婦は互いに敬愛し、兄姉

は弟妹を仲良くし、弟妹は兄姉を尊敬す

るべきです。そして、社長の立場にある

者はすべての社員を愛護し、社員の立場

にある者は責任を持って自分のやるべき

仕事を忠実に全うします。

もし、自分が仏道に入ることが家族を悩

ませているのなら、たしかに良くありま

せん。

「行ふて得ざる者有らば、皆諸（こ）れ

己に反求（はんきゅう）す」という言葉

のようにあるべきです。自分自身の中に

原因を探り、家族を思いやり、家族の立

場に立って考え、慈悲の心と寛容の心を

持って接しましょう。

また、家族の爲に毎日お経を唱え修法し

回向することが彼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助け

となるで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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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2018 年無錫橫山寺

第三屆《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

■ 記者  鄭舒文

2018 年元月 2 日，應廣大道友的誠摯邀

請，智廣阿闍梨再次來到無錫橫山寺爲大

衆宣講《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

陀羅尼經》。這是繼橫山寺 2016 年 10 月

第二屆《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之後，大

衆期待已久的第三屆《寶篋印陀羅尼經》

法會，也是智廣阿闍梨 2017—2018 環球

弘法之旅 後一站的圓滿之旅。

法會開始前，橫山寺住持計華法師帶領四

衆弟子恭請智廣阿闍梨講法。計華法師在

開幕致辭中說道：「作爲智廣阿闍梨的弟

子，我們特別有福報，阿闍梨每次說法，

都給衆生帶來無量的利益，我們也在其中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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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阿闍梨無邊的慈悲和智慧。」

 

恰逢元旦期間，智廣阿闍梨祝願所有在場

和全球在線上的道友新年快樂，提倡大家

以慈心迎接新的一年，時時刻刻發慈心，

時時刻刻想著讓身邊的人快樂、讓衆生快

樂，以慈心開始我們的每一天。

橫山寺始建於北宋，幾經興替，現由計華

法師發願重建古刹、弘揚佛法。寺院占地

39800 多平方米，尚在建設之中。智廣阿

闍梨非常隨喜讚歎計華法師帶領四衆弟子

建造寺院，並爲大衆開示了建寺功德。

阿闍梨說，寺院是我們殊勝的福田，供養

寺院、護持道場，是我們增長福德智慧、

積累資糧的很好的機會。而這個過程中

重要的是我們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讓佛法

興盛、讓衆生獲益的發心，因爲有了菩提

心的攝持，我們所有功德都會增長。

寶篋印陀羅尼法門是 契合當今時代衆生

根器的殊勝密法，在繼續學習《一切如來

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這部經

典之前，智廣阿闍梨跟各位簡單回顧了前

期《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的學習內容。

阿闍梨說，在經中佛陀通過「衆生眼中的

土堆」與「佛陀眼中的寶篋印陀羅尼塔」

這件事，向我們揭示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取決於我們的

心；並不是世界有問題，是我們心的問

題。所以我們應該經常反省自己，懺悔業

障，當我們的業障清淨，世界就清淨了。

佛陀說這個寶塔是大全身舍利積聚的如來

寶塔，一切如來無量俱胝心陀羅尼密印法

要盡在其中，殊勝的法就在裏面，八萬

四千的法門也都在這個塔中，所以寶篋印

陀羅尼塔所在之處「有大神驗，殊勝威

德，能滿一切世間吉慶」。如果我們知道

這座寶塔的殊勝威力，具足信心，對寶篋

印陀羅尼塔頂禮、轉繞、供養，就能帶來

所有吉祥，一切好事都會發生。

䪲㷫
在開示抄寫《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

寶篋印陀羅尼經》的功德時，智廣阿闍

梨說：我在 1993 年第一次得到這部經典

時，雖然暫時不知道怎麽修，但是看到佛

陀在經中說抄寫這部經典，就等於抄寫

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來所說的一切經典，

┞▘锢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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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俱胝」之意有多種說法，根據《大

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一卷曰：「十萬爲

一洛叉，此國以數一億一百洛叉爲一俱

胝。」洛叉爲萬，也就是 105，那麽俱胝

就是 100×105=107，也就是千萬；根據《俱

舍論》卷十二曰：「如彼經言，有一無餘

數始爲一，十一爲十，十十爲百，十百爲

千，十千爲萬，十萬爲洛叉，十洛叉爲度

洛叉，十度洛叉爲俱胝。」可見「俱胝」

也是億。總之， 「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

來」數量太大了，就是無數如來所說的一

切經典！我們這個地球上有南傳的、藏傳

的、漢傳的大藏經，這輩子我們都不一定

能看得完，更加抄不完，但是當我們抄寫

《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

經》，就相當於把一切如來的經典全部抄

完了，功德太大太大了，多麽殊勝！所以

當時我就發心抄寫了一遍，大家無論如何

也要抄寫一遍！

當我們抄寫了《寶篋印陀羅尼經》之後，

九十九百千萬俱胝的佛加持我們、護念我

們，就像我們喜歡自己的眼睛一樣，就像

慈愛的母親愛護自己的幼子一樣。

阿闍梨幽默風趣地說，凡夫的心都是會變

的，只有佛永遠不會變。所以假如你失戀

了，就趕緊讀誦、抄寫這部經典，有了這

麽多佛以不變的心愛護我們，我們就不孤

獨了，馬上治癒失戀的痛苦。

饿靶
除了抄寫經典，讀誦《一切如來心祕密全

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的功德也不可思

議。讀誦一卷，就相當於讀誦過去未來

諸佛所說的所有的經典，而且讀誦完成之

後，多如芝麻的一切諸佛，不分白天夜間

地給予我們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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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打了個比方說，我們看到的灌

頂，一般是信衆排隊接受加持，但是當我

們讀誦這部經典，就是一切諸佛「排隊」

來給予我們加持，真是太殊勝了！

❵넉
第三種方法是對《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

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進行供養。寶篋印陀

羅尼塔中裝有這部《寶篋印陀羅尼經》，

當我們供養寶篋印陀羅尼塔，就相當於把

像須彌山一樣的七寶、天花、天香、天

衣、莊嚴具供養十方九十九百千萬俱胝如

來，這麽大的功德我們都可以得到。

當我們把《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

印陀羅尼經》裝在塔中，此塔即成爲一切

如來金剛藏的佛塔，也就是一切如來法身

的佛塔。「心祕密」其實就是如來藏，也

就是佛性、法身。

當佛像、佛塔中裝了這部經典，這個佛

像、佛塔就成爲「七寶所成」。由於《寶

篋印陀羅尼經》的加持力，就會「靈驗應

心，無願不滿」，佛像佛塔都會非常非常

靈驗，可以滿足我們所有的善願。

智廣阿闍梨建議每個人都隨身攜帶一座微

型寶篋印陀羅尼塔，或者供奉在家，或者

經常到寺院頂禮、供養、轉繞。當我們這

樣做，就是接通了「佛陀的頻道」，佛陀

的加持力就會融入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

命真的就會發生改變。

法會開示以「靈驗應心，無願不滿」作爲

結尾，阿闍梨說這是很好的緣起，在場的

法師、居士無不歡喜踴躍，法喜充滿，大

家都對下一屆《寶篋印陀羅尼經》法會滿

懷期待。

在接下來的樂供環節中，除了有各位道友

帶來的精彩表演，還意外發生了一件具有

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

中進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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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1 月 2 日無錫橫山寺寶篋印陀羅尼法會當天的

樂供環節中，發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喜出望外、無比振

奮的大喜事：原本舉行無錫一萬座寶篋印陀羅尼塔圓滿

的結願儀式，竟然變成了全球八萬四千寶篋印陀羅尼塔

於 2018 年圓滿完成的發願儀式！喜訊來得太意外，事先

沒有計劃，只因衆志成城；喜訊來得太突然，2012 年智

廣阿闍梨初發此願時，很多人都認爲任重道遠、遙遙無

期的艱巨任務，竟然在七年中就將圓滿完成！

此次無錫橫山寺第三屆寶篋印陀羅尼法會作爲智廣阿闍

梨 2017—2018 環球弘法行 後一站，雲集了來自世界各

■
 

記
者 

 

鄭
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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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弟子。聽說無錫道友已經圓滿了一萬

座寶篋印陀羅尼塔的消息後，大家都非常

隨喜。在衆道友的誠摯要求下，法會會務

組臨時增加了一個全球道友發願造塔流通

的儀式，各地以地區爲單位，發願在 2018

年完成建造及流通一定數量的寶篋印陀羅

尼塔。

中國廣西、新疆、廣東、上海、山東、黑

龍江、香港、溧陽、營口、昆明、大連、

成都等地區的代表以及澳大利亞、瑞典、

瑞士等國家的華人代表，皆上臺向智廣阿

闍梨以及在場與綫上的道友發願，在接下

來的一年中，完成幾十到幾千數量不等的

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建造流通。

      

令人驚喜的是，現場道友發願建塔總計數

量達到 24864 座，而之前已經流通的寶篋

印陀羅尼塔數量爲 50437 座。當主持人宣

佈距離智廣阿闍梨 2012 年發願要建造完

成八萬四千塔的總數還差 8699 座時，現

場有幾位弟子不約而同共同發願：爲了利

益衆生，也爲了報答智廣阿闍梨的諄諄教

誨之恩，衆弟子發願在 2018 年共同建造

完成 8699 座寶篋印陀羅尼塔，弘揚寶篋

印陀羅尼法門。

智廣阿闍梨以及綫上、綫下的所有道友都

非常歡喜。2017—2018 智廣阿闍梨全球弘

法的 後一站無錫站，原本是無錫當

地一萬座寶篋印陀羅尼塔的結願回向，卻

因爲諸佛菩薩的慈悲加持， 後成爲了八

萬四千塔於 2018 年圓滿的發願，這一切

把法會推向一個高潮。

 

據史料記載，世間共有兩次建造八萬四千

佛塔的記錄，第一次是 2240 年前古印度

阿育王所造，第二次是公元 960 年吳越王

錢弘俶所造。爲祈禱世界和平、各地吉

祥、佛法興盛、衆生安樂，智廣阿闍梨於

2012 年起聯合全球各地高僧大德共同發起

建造八萬四千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共修。

 

據悉，此次共修所造的寶篋印陀羅尼塔主

要有三種造型，都是依據清淨傳承而造。

一是來自日本天台宗比叡山延曆寺淨土院

的寶篋印陀羅尼塔，造塔圖紙由延曆寺授

予智廣阿闍梨；二是來自日本真言宗醍醐

寺的寶篋印陀羅尼塔，造塔圖紙由醍醐寺

授予智廣阿闍梨。這兩種塔型已在世界各

地建造了數十座大塔，還有很多依此圖紙

按比例縮小的中小型塔，材質有銅、石、

泰山墨玉等。還有一種是依照杭州雷峰塔

Ӛ�⢵荈♶ず㖑⼥涸麤铕隡鸣㝜涮격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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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宮出土的吳越王錢弘俶所造的寶篋印塔原型，經過微縮製作而成

的微型寶篋印陀羅尼塔，底座都銘刻了數字，總計八萬四千。

 

這微型寶塔雖然造型微小，但同樣非常殊勝。不僅裝有吳越王錢弘

俶當時裝藏的《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的複印

本，而且還有日本真言宗總本山醍醐寺座主仲田順和大僧正、日本

比叡山延曆寺長老武覺超大僧正以及第五世華智仁波切親筆所寫的

寶篋印陀羅尼。其實這微型寶篋印塔更是傾注了上師三寶、諸佛菩

薩的慈悲和智慧，因爲這樣的善巧方便，令無數的衆生得以參與到

這麽殊勝的造塔共修中，也令此殊勝寶塔可以廣佈世界各地各個角

落，利益無量無邊的衆生。

   

讓我們共同努力、共同期待，2018 年歲末之時，在全球建造八萬

四千寶篋印陀羅尼塔的宏願能夠順利圓滿結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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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常冬雲

2018 年 2 月 9 日下午，應營口鮁魚圈碧霞

山法華傳教院明贊法師的誠摯邀請，一乘顯

密佛教中心的導師智廣阿闍梨在法華傳教院

進行了「成佛在法華法華經之殊勝功德」

的專題開示。百餘四衆弟子共聚碧霞山，參

加了此次聞法活動，增進了對《法華經》的

信心，深獲法乳，法喜充滿。

 

智廣阿闍梨修學廣博。在天台宗方面，阿闍

梨自年少時便開始學修天台宗，對天台宗作

了系統的聞思實修，於天台法乳中深獲精

粹。其法脈師承於天台國清寺靜慧老法師、

新昌大佛寺悟道老法師、上海寶山淨寺慧梅

阿闍梨、普陀山佛學院天台宗研究生導師

沈仁岩大德。自 2004 年起，阿闍梨東渡扶

桑，系統學習了以傳教大師 澄和慈覺大師

圓仁爲主的祖師從中國唐朝傳承到日本的天

台宗系列教法，按照日本天台宗的修學次第

進行了得度、比叡山行院滿行卒業、受傳法

灌頂、受圓頓大戒等。於 2015 年順利通過

法華大會廣學豎義考試，成爲日本天台宗大

法師，並於 2017 年接受日本天台密教 高

級別的傳法灌頂，獲得三部都法大阿闍梨之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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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是智廣阿闍梨第二次應邀來到法華傳教

院，阿闍梨開示說，「法華傳教院」這個名

字非常好，特別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在這

個清淨的道場裏面和大家一起學習《妙法蓮

華經》。

智廣阿闍梨特別開示了寺名中「法華」和「傳

教」的殊勝意義。智廣阿闍梨開示道：大家

都知道佛法中有兩句很重要的話，叫做「開

悟在楞嚴，成佛在法華」，所以《法華經》

被稱爲「經中之王」，是所有經典當中 殊

勝的一部。

「傳教」兩個字，也特別地殊勝。中國宋代

的時候，天台宗曾因戰亂比較衰弱，很多的

經典在戰亂中遺失，後來吳越王專門派遣使

者去高麗和日本，求取天台宗的經典。後來

高麗王專門派一位高僧將天台宗的經典送到

中國，在天台山腳下專門成立了「傳教院」，

把這些經典全部在這裏結集，才得以在宋代

出現了中國天台宗的一個復興。所以說，

「傳教院」在中國古代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天台宗道場。 

一千兩百年前，日本的高僧 澄大師奉詔隨

遣唐使入唐求法。在唐求法期間， 澄大師

不僅學習天台教法，還研修禪、大乘戒和密

教等佛學，得到了四種傳承，即台宗的天台

圓教的傳承、圓頓大戒的傳承、唐密的傳

承，還有達摩禪的傳承。回到日本， 澄大

師在比叡山延曆寺開創了日本的天台宗，利

益了無數的衆生，成爲日本天台宗的開山祖

師。 澄法師後來被日本的天皇敕封爲「傳

教大師」，日本比叡山延曆寺根本中堂的

中間就寫了「傳教」這兩個字。

所以阿闍梨說，「法華」「傳教」兩個詞結

合起來，讓人一看到就特別地心生歡喜。從

Ӛ�兰䑝ꡇ唄昸㔋遛䓍㶩闍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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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來的時候，就覺得這個寺院的名稱特

別殊勝，這次能夠有這樣的因緣和大家一起

在法華傳教院學習《法華經》的殊勝功德，

真的是非常地開心。

阿闍梨謙虛地說：「《法華經》是我 有信

心的一部經典，也是三十多年來一直在學修

的一部經典，雖然我自己並沒有什麽成就，

但是對《法華經》應該有一些學習的心得。」

阿闍梨早在 1999 年的時候，就與很多的高

僧大德共同發起了「萬部《法華經》」的讀

誦活動，並連續舉行了多年，每年總數都超

過一萬部，功德非常殊勝。智廣阿闍梨在當

時的活動緣起裏面曾簡單摘錄了一些《妙法

蓮華經》的原文來介紹《法華經》的殊勝功德。

 

阿闍梨隨即以當時活動緣起裏面的思路，爲

在場的四衆弟子宣講了《妙法蓮華經》的殊

勝功德。阿闍梨說，希望大家通過今天的學

習，對《法華經》的功德有所瞭解，進而能

夠一起來學修《妙法蓮華經》，通過《妙法

蓮華經》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使每個

人都離苦得樂，解脫成佛。

阿闍梨首先引用《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

事品》裏的教言，講解了爲什麽「一切如來

所宣諸經中，此經 爲第一」。然後又引用

了多段《法華經》中的教言，從讀誦、受持、

演說、書寫《妙法蓮華經》四個方面爲大家

宣講了其殊勝功德。

智廣阿闍梨開示道：因爲我們遇到了《妙法

蓮華經》純圓獨妙的教法，所以我們也能夠

得到佛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授記，也就

是說我們決定可以成佛，所以這是特別殊勝

的。

釋迦牟尼佛用四句話來概括、讚歎了《妙法

蓮華經》全部的功德：「如來一切所有之法，

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祕要之藏，如

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可

想而知這部《妙法蓮華經》有多麽地殊勝。

 

《法華經》中曰：「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

佛。」就是說所有聽聞過《妙法蓮華經》的

人，沒有一個人是不成佛的。所以說，我們

只要好好地讀誦、受持、演說、書寫、弘揚

《妙法蓮華經》，那麽所有與之結緣的衆生

都會成佛。

後，智廣阿闍梨表示，希望大家通過今天

一點點的介紹，對《法華經》有所瞭解，對

《法華經》殊勝的功德有所瞭解。希望大家

每個人都能夠跟《法華經》結上緣分，根據

自己的能力來修持、書寫，或者是讀，或者

是誦，或者是頂禮供養《妙法蓮華經》，這

些都是非常非常殊勝的。大家如果這樣做

的話，就會接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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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得成佛。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在新的一年當

中吉祥如意，快樂無憂，希望大家都速得成

佛。

  

講法結束後，智廣阿闍梨向法華傳教院贈送

了禮物：一套珍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

明朝管正因居士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的

複製版和塗金的微型寶篋印陀羅尼塔。住持

明贊法師代表法華傳教院接受了供養並表示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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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常冬雲

2018 年 2 月 18 日下午，由中國國家觀光局

駐大阪代表處、日本四國華僑華人聯合會聯

合主辦，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每日新聞社

廣告局以及株式會社近鐵百貨店作爲支持

單位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系列

活動之「牛子華的山水畫世界」展覽上，智

廣阿闍梨受邀作了題爲「從青龍寺到四國

八十八所遍路空海大師的足跡」的公益

講座。講座在日本大阪天王寺近鐵百貨 8 樓

的展會現場舉行。來自日本和中國的近百位

聽衆參加了此次講座。中日兩國人民在講座

中共同緬懷了中日友好的先驅弘法大師

空海，從而加深了兩國民衆的互相理解和友

誼。

 

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的劉磊副總領事在畫展

的開幕致辭中說：「在中日近兩千年的交往

史中，延綿不絕的文化交流成爲兩國民衆心

靈相通的重要橋樑。今年是中日兩國簽訂和

平友好條約 40 周年，當前兩國關係正逐漸

回暖，切實向好發展，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

日益活躍。爲了維護和擴大這種改善勢頭，

不僅需要兩國政府相向而行，更需要深化

兩國民衆的相互理解和友情。今年西日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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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各友好團體爲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

40 周年，計劃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這次

的山水畫展就開了一個好頭。」

此次系列活動主要有爲期兩周的「牛子華的

山水畫世界」展覽、智廣阿闍梨「空海大師

的足跡」講座，以及陳凱歌導演的電影《空

海》在日本首映式等。牛子華先生 20 年前

從西安青龍寺來到日本四國地區，發願畫

空海大師四國遍路的八十八所寺院，並於

2015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協助智廣阿闍梨

組織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的「一步一弘法」四

國遍路，並全程參與了朝聖活動。此次展出

的是牛子華先生已經完成的 63 所寺院的山

水畫。

智廣阿闍梨的講座使此次活動的意義更爲深

刻和昇華。阿闍梨在講座中簡單介紹了日本

四國八十八所寺院遍路的創始人弘法大師空

海的生平，以及他從唐朝求法回來後對日本

所作出的貢獻。阿闍梨說：「弘法大師空海

偉大的功績，利益了無數的日本人民，也增

進了中日兩國的友誼。特別是真言密教在日

本能夠傳承 1200 年，空海大師功不可沒。

所以空海大師不僅僅對日本有很大的功勞，

對真言密教能夠重新回傳到中國也有著非常

大的貢獻。」  

智廣阿闍梨接著介紹了自己學習真言密教的

緣起和過程。阿闍梨說，朝拜高野山的時候

非常地震撼，沒有想到真言密教在日本能夠

從 1200 年前一直傳下來，所有的建築、佛

像、經典、儀軌、修法都能夠保存得這麽完

好，真的是非常地震撼！所以當時即發願來

日本學習真言密教，希望把真言密教能夠回

傳到中國去。

智廣阿闍梨知行合一，吐諾終不移，十幾年

來，一直在踐行自己的宏願，不斷地在努力

把真言密教回傳到中國，乃至於在全世界弘

揚，並且一直在爲促進中日兩國的友誼和文

化交流作出努力。

阿闍梨說：「我也以這種感恩之心，希望能

夠報答弘法大師的恩德。弘法大師是我們非

常重要的一位傳承祖師，我們瞭解了弘法大

師空海的一生以後，我們也要向他學習。」

阿闍梨介紹說，自 2015 年 10 月，一乘顯密

佛教中心組織全世界的道友開始進行四國遍

路，用了近兩年的時間走完了四國八十八所

寺院，帶動了很多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到

日本來朝拜，讓他們瞭解空海大師，瞭解日

本。同時，也與日本的佛教界、日本的人民

作了很多次深入的文化交流，增進了中日兩

Ӛ�暋㶩螟罈䌌涸殥⡲չ銯㸝ꫬ륋㼈պ

┞▘锢臞
���



國人民的友誼。2017 年，「一步一弘法」

華人四國遍路團在中國的西安青龍寺順利結

願。其實，四國遍路的源頭是在西安的青龍

寺。因爲 1200 年前，空海大師是從青龍寺

接續了真言密教的法脈，回到日本之後開創

了四國遍路。現在我們是四國遍路後再回到

西安青龍寺。我們就是希望把空海大師的足

跡重新再接上，把它圓回來。相信我們中日

兩國的文化交流和佛教界的友好交流，應該

是空海大師 高興看到的一個結果。

 

接下來，智廣阿闍梨簡要介紹了日本的四國

八十八所寺院遍路。阿闍梨說，四國遍路

重要的其實就是一個佛教的朝拜活動。

在佛教裏，朝聖活動 早起源於印度。在印

度有釋迦牟尼佛出生、成佛、講法、涅槃這

四個地方的朝聖傳統，在中國也有四大名山

的朝聖。在唐朝的時候就有很多日本的僧人

到中國的五臺山、普陀山去朝拜，所以我相

信空海大師當時也應該是學習了中國的這個

朝聖模式，把它學到日本來，開創了四國

八十八靈場遍路這樣一個朝聖路綫。

阿闍梨說：「四國遍路中，有一句話叫『人

生即遍路』，因爲在遍路當中可以感悟人

生。按照日本的傳統，遍路可以分爲發心、

修行、菩提、涅槃四個階段。

溭䖦
發心就是我們人生一定要有個願望，有個理

想。空海大師他從小立志要弘揚佛法、普度

衆生，所以他成爲了一個非常偉大的人。所

以一個人一輩子能夠取得多高的成就取決於

他的心有多大。佛教裏說，我們每個人都要

發菩提心，就是要幫助一切衆生離苦得樂。

有了菩提心，人生就會有志向，就會有動

力，就不會迷茫。

⟶鉿
修行就是有了志向以後，我們要去行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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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不斷地學習，不斷提升自己，不斷地修

改自己的行爲，所以叫修行。

襜䳀
菩提就是我們修行到一定程度就會覺悟，菩

提就是證悟自己的心。空海大師通過修持真

言密教達到了很高的覺悟。

巃圦
涅槃不是死亡的意思，涅槃翻譯成中文就叫

圓寂。圓寂就是你所有的功德都圓滿了，所

有的錯誤全都消除了，人生達到圓滿的境界

叫做涅槃。在佛教裏，大涅槃也就是成佛。

佛，就是快樂無憂的人。佛法，就是達到快

樂無憂的方法。每個人都想離苦得樂，所

以，每個人都需要學習佛法。」

 

接著阿闍梨又介紹了遍路裝備的含義：

 

倡眿
斗笠上面有中國古代禪師寫的四句偈：「迷

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本來無東西，何處

有南北。」阿闍梨說：「如果懂得了這四句

話的含義，就快樂無憂了。這四句話的意思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痛苦的

世界，都是因爲我們迷惑以後產生的幻覺。

我們要消除痛苦，就要覺悟，瞭解一切都是

空性。真言密教裏非常注重的《般若心經》

就是講空性的一部經典。如果明白了這個空

性的道理，就『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阿闍梨建議大家有空多念《心經》，尤其是

不高興的時候，可以消除煩惱。 

 

ꓭⰑ匌
金剛杖有一個很重要的含義叫「同行二人」。

金剛杖，它其實不僅僅是一個拄杖，它代表

的就是空海大師。我們從遍路開始一直到遍

路圓滿，金剛杖永遠要伴隨著你。這個代表

什麽呢？就是從你修行開始一直到成佛，空

海大師一直會伴隨著你。你在 困難的時候

都不是你一個人，空海大師會陪伴著你。我

們每個人，因爲有大師的陪伴，我們就會有

力量一直從凡夫走向成佛。當然空海大師，

他不僅僅會變成「金剛杖」，同時也會變成

你的老師、你的伴侶、你的同學、你的同

事……身邊對你 支持的那個人，可能就是

空海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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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阿闍梨介紹了遍路可以獲得安樂、消

除罪業、消災免難、子孫繁榮、家庭興旺、

福壽延長、疾病消除、往生淨土、得佛護

佑、心想事成等十種功德，以及通過遍路朝

拜實現了美好心願的真實案例。阿闍梨說：

「希望不管是日本的朋友，還是中國的朋

友，如果有機會、有時間，一定要去走一走

四國遍路， 後到西安青龍寺，再到四大名

山。不僅可以看到日本和中國美好的風景，

而且還可以提升心靈，實現心願。」

在講座 後，智廣阿闍梨說：「空海大師是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師，他在 1200 年前，

爲促進中日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友誼作出了

巨大的貢獻。今天我們也要向空海大師學

習，延續空海大師的足跡，像他一樣促進中

日文化的交流和中日人民的友誼。

希望有更多的中國朋友能夠瞭解日本，也希

望更多的日本朋友到中國，到西安青龍寺，

到中國的四大名山去朝拜，瞭解中國的傳統

文化。

祈願中日友誼能夠源遠流長；祈願世界和

平，所有的人民都能夠安樂。」

 

講座圓滿結束後，畫家牛子華說：「今天智

廣阿闍梨講得非常成功。在座的不管是日本

的朋友，還是中國的華僑，都非常感動、非

常激動。你看他們圍著智廣阿闍梨有交談不

完的感想。感謝智廣阿闍梨帶給我們這麽精

彩的一場演講。」

Ӛ�闍䏠植㜥

Ӛ�兰䑝ꡇ唄莄⚺鳵倰➿邍ざ䕧կ㔋㕜螟⫼螟➃耡ざ剚嬁⹄椚✲〸♧ծ⚥㕜㕜㹻錙⯕㽷㣐ꢼ➿邍贕ⷠ嵳欰⚺⟣〸✳⿺㷞遥㕜⸔䩛䊩♧ծ暋㶩螟罈䌌䊩✳կ

┞▘锢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