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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
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
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
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
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旣滅寂滅現前。忽
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
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
衆生同一悲仰。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
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世
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爲說
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
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
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得四諦
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爲說法。令其解

脫。若諸衆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

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陀羅身而爲說法。令

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

其成就。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摩

諸衆生欲爲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

呼羅伽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樂人

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欲身自在

修人。我現人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

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

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

其成就。若諸衆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

前皆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是名妙淨

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

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熏聞修。無作

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

妙力自在成就。

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統世界保護
衆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

世尊。我復以此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

就。若諸衆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

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衆生同悲仰故。令諸衆

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

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一者由我不

生樂爲人主。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爲說法。令

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衆生。觀其音

其成就。若諸衆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

聲即得解脫。二者知見旋復。令諸衆生設入大

前現長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

火火不能燒。三者觀聽旋復。令諸衆生大水所

談名言清淨自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爲說

漂水不能溺。四者斷滅妄想心無殺害。令諸衆

法。令其成就。若諸衆生愛治國土剖斷邦邑。

生入諸鬼國鬼不能害。五者熏聞成聞。六根銷

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

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

衆生愛諸數術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

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六者聞

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

熏精明明徧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衆

戒律。我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爲說法。令其成

生藥叉羅剎鳩槃茶鬼及毗舍遮富單那等。雖近

就。若有女子好學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

其傍目不能視。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

比丘尼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樂持

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八者滅音

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爲說法。令其成

圓聞徧生慈力。能令衆生經過嶮路賊不能劫。

就。若復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

九者熏聞離塵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婬衆生遠

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修

離貪欲。十者純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

家國。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大家而

能令一切忿恨衆生離諸瞋恚。十一者銷塵旋

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衆生不壞男根。我於

明。法界身心猶如瑠璃朗徹無礙。能令一切昏

彼前現童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

鈍性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十二者融形復聞。

愛樂處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爲說

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徧十方。供養

法。令其成就。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

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爲法王子。能令法界

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

無子衆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

現龍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

者六根圓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立大圓鏡空

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

如來藏。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密法門受領無

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爲

失。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

說法。令其成就。若阿脩羅樂脫其倫。我於彼

德柔順。衆人愛敬有相之女。十四者此三千

前現阿脩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緊陀羅

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

六十二恒河沙數修法垂範。

遊世界皆令衆生捨身珍寶求

我滅後。此界衆生入菩薩乘

教化衆生隨順衆生。方便智

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證於

求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

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圓通

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

就。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慈

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

方 如 來。 傍 及 法 界 六 道 衆

旨。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承

妙含容週徧法界。能令衆生

生。 求 妻 得 妻。 求 子 得 子。

佛威神說偈對佛。

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

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

恒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

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

覺海性澄圓

圓澄覺元妙

正等無異。世尊。我一號名

涅槃。佛問圓通。我從耳門

元明照生所

所立照性亡

與彼衆多名號無異。由我修

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

迷妄有虛空

依空立世界

習得真圓通。是名十四施無

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爲

想澄成國土

知覺乃衆生

畏力。福備衆生。

第一。世尊。彼佛如來歎我

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

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

有漏微塵國

皆從空所生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

記我爲觀世音號。由我觀聽

漚滅空本無

況復諸三有

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

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

歸元性無二

方便有多門

無作妙德。一者由我初獲妙

界。

聖性無不通

順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

遲速不同倫

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
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

色想結成塵

精了不能徹

覺。故我能現衆多妙容。能

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

如何不明徹

於是獲圓通

說無邊祕密神呪。其中或現

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

音聲雜語言

但伊名句味

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

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

一非含一切

云何獲圓通

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

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并

香以合中知

離則元無有

首萬首八萬四千爍迦囉首。

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

不恒其所覺

云何獲圓通

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

味性非本然

要以味時有

臂。 十 四 十 六 十 八 二 十 至

羅如寶絲網。是諸大衆得未

其覺不恒一

云何獲圓通

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

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

觸以所觸明

無所不明觸

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

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

合離性非定

云何獲圓通

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

赤白間錯紛糅。十方虛空成

法稱爲內塵

憑塵必有所

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

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

能所非徧涉

云何獲圓通

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

俱時不現。唯見十方微塵國

見性雖洞然

明前不明後

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大

土合成一界。梵唄詠歌自然

四維虧一半

云何獲圓通

自在。二者由我聞思脫出六

敷奏。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

鼻息出入通

現前無交氣

塵。如聲度垣不能爲礙。故

法王子。汝今觀此二十五無

支離匪涉入

云何獲圓通

我 妙 能 現 一 一 形。 誦 一 一

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說

舌非入無端

因味生覺了

呪。其形其呪能以無畏施諸

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

味亡了無有

云何獲圓通

衆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

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

身與所觸同

各非圓覺觀

名我爲施無畏者。三者由我

前後差別。我今欲令阿難開

涯量不冥會

云何獲圓通

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所

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兼

知根雜亂思

湛了終無見

想念不可脫

云何獲圓通

十處一時聞

此則圓真實

反聞聞自性

性成無上道

識見雜三和

詰本稱非相

目非觀障外

口鼻亦復然

圓通實如是

此是微塵佛

自體先無定

云何獲圓通

身以合方知

心念紛無緒

一路涅槃門

過去諸如來

心聞洞十方

生于大因力

隔垣聽音響

遐邇俱可聞

斯門已成就

現在諸菩薩

初心不能入

云何獲圓通

五根所不齊

是則通真實

今各入圓明

未來修學人

鼻想本權機

秖令攝心住

音聲性動靜

聞中爲有無

當依如是法

我亦從中證

住成心所住

云何獲圓通

無聲號無聞

非實聞無性

非唯觀世音

誠如佛世尊

說法弄音文

開悟先成者

聲無旣無滅

聲有亦非生

詢我諸方便

以救諸末劫

名句非無漏

云何獲圓通

生滅二圓離

是則常真實

求出世間人

成就涅槃心

持犯但束身

非身無所束

縱令在夢想

不爲不思無

觀世音爲最

自餘諸方便

元非徧一切

云何獲圓通

覺觀出思惟

身心不能及

皆是佛威神

即事捨塵勞

神通本宿因

何關法分別

今此娑婆國

聲論得宣明

非是長修學

淺深同說法

念緣非離物

云何獲圓通

衆生迷本聞

循聲故流轉

頂禮如來藏

無漏不思議

若以地性觀

堅礙非通達

阿難縱強記

不免落邪思

願加被未來

於此門無惑

有爲非聖性

云何獲圓通

豈非隨所淪

旋流獲無妄

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難

若以水性觀

想念非真實

阿難汝諦聽

我承佛威力

及末劫沈淪

但以此根修

如如非覺觀

云何獲圓通

宣說金剛王

如幻不思議

圓通超餘者

真實心如是

若以火性觀

厭有非真離

佛母真三昧

汝聞微塵佛

非初心方便

云何獲圓通

一切祕密門

欲漏不先除

於 是 阿 難 及 諸 大 衆。 身 心

若以風性觀

動寂非無對

畜聞成過誤

將聞持佛佛

了 然 得 大 開 示。 觀 佛 菩 提

對非無上覺

云何獲圓通

何不自聞聞

聞非自然生

及大涅槃。猶如有人因事遠

若以空性觀

昏鈍先非覺

因聲有名字

旋聞與聲脫

遊未得歸還。明了其家所歸

無覺異菩提

云何獲圓通

能脫欲誰名

一根旣返源

道路。普會大衆天龍八部有

若以識性觀

觀識非常住

六根成解脫

見聞如幻翳

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

存心乃虛妄

云何獲圓通

三界若空華

聞復翳根除

薩。其數凡有十恒河沙。皆

諸行是無常

念性元生滅

塵銷覺圓淨

淨極光通達

得 本 心。 遠 塵 離 垢 獲 法 眼

因果今殊感

云何獲圓通

寂照含虛空

却來觀世間

淨。性比丘尼聞說偈已成阿

我今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猶如夢中事

摩登伽在夢

羅漢。無量衆生皆發無等等

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

誰能留汝形

如世巧幻師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欲取三摩提

實以聞中入

幻作諸男女

雖見諸根動

離苦得解脫

良哉觀世音

要以一機抽

息機歸寂然

於恒沙劫中

入微塵佛國

諸幻成無性

六根亦如是

得大自在力

無畏施衆生

元依一精明

分成六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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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啓如來

如觀音所說

餘塵尚諸學

明極即如來

的《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証了義諸菩薩

譬如人靜居

十方俱擊鼓

大衆及阿難

旋汝倒聞機

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六》爲底本校對。

華智仁波切是《大圓滿前行引導文》的作者，是觀音菩薩的化身，也是寂
天菩薩的化身，他的傳記很豐富。其生平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有一次
他以乞丐形象去爐霍縣的多芒寺，在這裏見到很多苦行者，他讚歎說：「真
正的教法和證法在這個寺院裏還存在！太讓人高興了。」晚上，他到一個
叫赤誠達吉喇嘛的屋裏說：「我能不能在您這裏過夜？」赤誠達吉看他很
寒苦，就收留了他。赤誠達吉問他：「你知不知道華智仁波切？」「只是
聽說過。」「我很想拜見華智仁波切，特別敬佩他，一看他的著作就很生
信心，已經去石渠他的寺院裏兩次了，但都沒見到。你看過《大圓滿前行》
嗎？」「只是聽說過，但沒看過。」「那你就看看這個法本，確實太好了，
你以後最好能好好照此修持。」「我不太懂，您能不能給我講一遍？」「可
以，大概的意思我講得來。」於是，赤誠達吉就講了前面的一部分。第二
天早上，華智仁波切起床較晚，赤誠達吉說：「作爲一個出家人，你怎能
睡懶覺呢？應該早一點起床才是。」後來，赤誠達吉聽說華智仁波切去了
道孚的玉科地區弘法，就特意趕去拜見。華智仁波切看見他時，說：「我
的上師來了，他是一個很好的喇嘛。」邊說邊恭敬地下了法座，赤誠達吉
這時才明白那天晚上的乞丐是誰，很難爲情地哭了。華智仁波切在果洛、
玉樹等很多地方都以乞丐的形象顯現，度化弘法。不管他的世出世間的任
何教言，都有不可思議的感化力。康區幾乎每一個人都能講出不少關於他
的故事。

註：節選自智悲佛網《自我教言略解》，索達吉堪布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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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the Four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 Spoken by the Buddha – Part 10
By Achar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in July 2015

在《普賢上師言教》裏專門講到有三種安忍。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endurance specifically
Third practice: “One should be enduring and

stated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gentle, and not let hatred arise even at the cost
of one’s life.”
Endurance when wronged
第三條，佛陀認爲作爲一個大乘的菩薩最重要
的是「忍辱柔和。寧失身命不生瞋恚」。在末

就是人家對我做不好的事情，我要安忍。這是

法時代，有很多不好的因素，衆生的痛苦非常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一種安忍。我們看到全世界

多。作爲一個大乘的菩薩，要修行，要弘揚佛

各地，人們很多的痛苦，都是來自於人與人之

法，要利益衆生，會面臨很多的障礙，如果想

間的相處問題。對我們修行人來說，其實也同

要修行成就，必須要有忍辱的能力。

樣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們身邊的人會對我們

Thirdly, the Buddha hel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不理解，我們跟身邊的人會有一些互相之間的

quality of a Mahayana Bodhisattva is “being

不和諧，特別是如果要去弘揚佛法、利益衆

enduring and gentle, and not let hatred arise even

生，會碰到更多這樣的事情。歷代的高僧大德

at the cost of his life.” In this Dharma-ending

在弘法利生當中也會受到很多人的損害。但

Age, there are many negative circumstances and

是，我們作爲一個大乘的菩薩，必須要安忍這

sentient beings have to go through tremendous

些情況。 《入行論》云：「一瞋能摧毀，千

sufferings. As a Mahayana Bodhisattva, we

劫所積聚，施供善逝等，一切諸福善。」又云：

are facing a lot of obstacles in practicing and

「罪惡莫過瞋，難行莫勝忍，故應以衆理，努

spreading the Dharma to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力修安忍。」

We must have the quality of endurance if we want

This means that we have to endure the unkind

to achieve accomplishment.

deeds that others do to us. This is the endurance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s we can see in

merits and blessings accumulated from mak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 lot of their sufferings

offerings to Buddhas during the past thousands of

come from interpersonal problems. As Dharma

kalpas”, and “No sin is worse than hatred, and no

practitioners, we are also faced with the same

difficulty is harder than endurance; therefore we

problems. The people around us don’t understand

should strive to cultivate endurance using all that

us, and we can’t get along well with them.

we’ve learned.”

Especially when we set out to spread the Dharma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beings, we will encounter

對於損害我們的人，我們不但不能夠起瞋恨

even more such obstacles. The great masters of

心，反而應該去慈悲他們，這樣的安忍也是大

the past also experienced many harmful deeds

乘菩薩非常重要的修行。《佛子行三十七頌》

of others when they were spreading the Dharma.

中說：「欲享善樂之佛子，一切損害如寶藏，

We, as Mahayana Bodhisattvas, must endure such

故於衆生無怨心，修忍辱是佛子行。」如果有

deeds. It is stated in A Guide to Bodhisattva’s Way

些人對我們不好，我們要瞭解，對我們來說，

of Life that “One thought of hatred can destroy all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修行機會，我們不應該對他

們生起瞋恨心。

are very pitiful. Encountering such people can

As regards those who harm us, we should not

inspire us to generate compassion and practice the

only refrain from hatred towards them, but should

Paramita of Patience, so we should cherish them

respond with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like a priceless treasure.

instead. Such endurance is also one key practice
of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s. As stated in the

如果你要做一個菩薩，經常會去接觸很多的

Thirty-Seven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

人。一般來說，大部分的人親近一位上師或者

“To Bodhisattvas who desire the pleasure of

靠近一個菩薩都是來尋求幫助的，他一般都會

virtue, all the harms to them are like precious

傾訴很多的煩惱給你聽。所以，如果你決心要

treasures. Therefore, suppressing hatred toward

成爲一個菩薩，要有思想準備，因爲每天會聽

all beings and cultivating endurance is the

到很多很多的煩惱。我聽說，在美國有一個機

Bodhisattvas’ practice.”

構做過一個統計，認爲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一

That is to say, if some people are unkind to us, we

個職業就是心理諮詢師。我想這個行業之所以

should know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of practice

有很高的自殺率，就是因爲經常聽別人傾訴煩

for us, so we should not generate hatred towards

惱，聽完了之後，如果無法轉化這些煩惱，可

them.

能自己就崩潰了。作爲一個菩薩，會比心理諮
詢師更加悲慘：第一，沒有下班的時間。衆生

朗日塘巴的《修心八頌》也有這方面的教言：

需要你的時候，你就必須要接待他，而且每次

「秉性邪惡衆有情，恆爲猛烈罪苦迫，見時如

還不能有時間限制，不能說我一小時收多少

遇大寶藏，願恆惜此難得寶。」意思是非常惡

錢。有的時候他會給你講到第二天早上，你必

劣的衆生，其實是受到罪業的逼迫才會做出不

須非常慈悲地聆聽，不能不耐煩，不然的話就

好的事情。這樣的人，我們不但不應該去瞋恨

違背了佛教慈悲的原則。作爲一個菩薩，你如

他，反而應該憐憫他，因爲他非常可憐。遇到

果沒有很強的忍耐力，可能已經自殺很多次

這樣的衆生，可以激發我們來修慈悲心和忍辱

了。華智仁波切在《普賢上師言教》裏說，真

波羅蜜，因此就像遇到寶藏一般，要珍惜他們。

正能夠利益衆生的人，必須要證得初地菩薩以

In the Eight Verses for Training the Mind by

上，因爲初地菩薩已經證悟了空性，就沒有這

Langri Tangpa, there is a similar teaching as

個問題了。

follows:

If you want to be a Bodhisattva, you will often

“Whenever I see ill-natured beings,

have to meet a lot of people. Generally speaking,

Or those overwhelmed by heavy misdeeds or

most of the people who want to get close to a

sufferings,

master or a Bodhisattva are in fact seeking help.

I will cherish them as something rare,

They usually tell you a lot about their troubles.

As though I’d found a priceless treasure.”

So, if you are determined to be a Bodhisattva,

It means that the evil beings do terrible things to

you should better be prepared because you will

other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driven by their

hear a great deal of troubles every day. I heard

negative karma. We should not hate such people

that there’s an organization in America that did

but feel sympathy for them instead, for they

a worldwide research on which profession had

the highest suicide rate, and th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it was the profession of psychiatrist. To my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 why this prof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such a high suicide rate is that
psychiatrists often have to listen to patients who
pour out their troubles on them. If they cannot
transform these troubles afterwards, they may
simply have a nervous breakdown themselves. As
a Bodhisattva, your situation will be even more
miserable than those of psychiatrists. First of all,
you don’t have regular office hours. Whenever
people need you, you will have to be available,
with no time limit. You can’t say “I will charge
you for this much money per hour. ”Sometimes the
person will talk to you through the whole night till
the next morning, and you will have to listen with
great compassion. You can’t show impatience,
otherwise it would be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compassion in Buddhism. As a Bodhisattva, if
you don’t have very strong endurance, you would
have committed suicide multiple times. Patrul
Rinpoche wrote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that those who can truly benefit all beings
must at least attain the first Bhumi (the first stage
of the ten stages of Bodhisattvahood). Because
a Bodhisattva of the first Bhumi has realized
emptiness, he won’t be overwhelmed by such
situations.

以，你要做一個講《妙法蓮華經》的菩薩，第
一，你要進入如來的房間，就是要有大慈悲心。
第二，你要穿上如來的衣服，就是要有忍辱柔
和的能力，順境也好，逆境也好，你必須都能
夠安忍。最後，你還必須要安住於空性，坐在
空性的法座上。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忍辱柔和
是非常重要的。
It is also said in the Lotus Sutra that there are

在《妙法蓮華經》裏也曾經講過，要弘揚《妙
法蓮華經》，有三個條件

來的法座就是「空性」，安坐在空性上面。所

「入如來室，著

如來衣，坐如來座」，就是進如來的房間，穿
如來的衣服，坐在如來的法座上。如來室是什
麽呢？如來的房間在哪裏呢？如來的房間沒有
地址，如來的房間就是「大慈悲心」。如來的
衣服是什麽呢？不是什麽名牌，如來的衣服就
是「柔和忍辱衣」。如來的法座在哪裏呢？如

three conditions to meet if one wants to preach
the Lotus Sutra, namely, “entering into the abode
of the Buddha, wearing the robe of the Buddha,
and sitting on the throne of the Buddha.” What is
the abode of the Buddha? Where is it? There is no
physical address for it. The abode of the Buddha
is “the great compassionate heart.” What is the
robe of the Buddha? It’s not designer clothing
but “the robe of gentleness and forbearance.”

Where is the throne of the Buddha? The throne of

difficulties we experience when seeking and

the Buddha is “Emptiness,” meaning to abide in

practicing the Dharma, for instance, adverse

the truth of Emptiness.Therefore, if you want to

phys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extremely hot or

be a Bodhisattva who preaches the Lotus Sutra,

cold weather, insufficient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first, you need to “enter into the abode of the

so forth. We must endure them in order to practice

Buddha”, which means you need to have the great

the Dharma. It is rather hot here these two days.

compassionate heart; second, you need to “wear

When I was studying at the Larung Gar Academy,

the robe of the Buddha,” which means you need

there were a lot of bitterly cold days. One

to be gentle and forbearing, being able to endure

winter, the Academy held a Vidyadhara Dharma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last, you must also “sit

Assembly, and everybody was chanting the mantra

on the throne of Emptiness,” which means you

of the Nine Yidam Deities of Avalokiteshvara.

need to abide in the truth of Emptiness constantly.

How cold was it? At the time I had a tiny shack
there. It was at a prime location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Academy, right behind the Lama Assembly

Endurance to bear hardships for the Dharma

Hall. It was around 1998, and the cost for a shack
at the Academy was RMB 3000, which was fairly

我們在求法、修行過程當中遭受的所有辛苦，

cheap. I heard that nowadays it costs over RMB

我們全部要安忍。例如對客觀環境的忍辱。比

100,000. Since the shack was built with wood

如說天氣很熱、很冷，或者是各種物質條件的

planks, it was freezing inside during winter. And

不足，等等，爲了修行，我們必須要忍耐這些。

it was very simple and crude, only one room to

這兩天可能在這裏天氣會比較熱，以前我在喇

be used as bedroom, prayer room and kitchen at

榮五明佛學院學習的時候，會碰到很多非常嚴

the same time. I remember that we went out to

寒的天氣。有一年冬天，喇榮五明佛學院開持

get a bucket of water and left it beside the bed.

明法會，念觀音九本尊心呪。天氣冷到什麽程

Actually, there was no bed, just a wood board

度呢？當時我在喇榮五明佛學院有一個很小的

placed on the floor with bedding on top. The next

房子，房子的地段非常好，就在喇嘛經堂的後

morning this bucket of water turned into ice. Now

面，屬於佛學院的中心地段。大概是在 1998

you can imagine how cold it was.

年，佛學院的房價很便宜，3000 塊錢一間房子，
聽說現在要十多萬了。因爲是用木板搭起來的

而且那個時候也沒有現在條件這麽好，現在五

一個房子，所以就特別寒冷。而且這個房子非

明佛學院有菜市場，還有很多很多飯店，我們

常簡陋，臥室、佛堂、廚房的功能都在這一個

那個時候什麽都沒有。我記得有一次在五明佛

房間裏。我記得當時我們去打水，打來一桶水

學院四個月當中，每天吃土豆，除了土豆以

放在床邊上，其實也沒有床，就是在地上擱一

外，吃的最多的就是方便麵。當時我的一位上

塊木板，鋪上床褥。那麽這一桶水放在床邊上，

師

第二天起來，這桶水就結成冰了，大家可以想

笑說：「如果我們兩個人閉關，我只要一袋糌

象到這有多麽地寒冷。

粑就可以了，你只要一箱方便麵就可以了。」

We s h o u l d e n d u r e a l l t h e h a r d s h i p s a n d

所以說當時條件是非常艱苦的，但是爲了求

大堪布丹增拉巴仁波切，他就跟我開玩

法，爲了修行，我覺得能夠吃這樣的苦確實是

difficulties, if I read the biography of Milarepa, I

非常有價值的。作爲一個大乘的菩薩，我們要

would think they are not a big deal.

有忍辱的能力。我自己在三十年來的修行、求
法的過程當中，這種經歷也是很多的。
On top of that, the living conditions back then

Endurance to face the profound truth without

were not as good as today. Now they have a

fear

food market at the Academy, as well as many
restaurants. We had nothing like these at that

比如說對空性的教法、大圓滿的甚深教法，我

time. I remember once I ate potatoes every day

們要能夠安忍，不能生邪見或進行誹謗，否則

for four months. Besides potatoes, what I ate the

會造下捨法罪業，過失很大。以前，阿底峽尊

most there was instant noodles. At the time, one

者在印度傳授空性的教法，有兩位比丘聽到

of my lamas, the Great Khenpo Tenzin Lhakpa

「人無我」的空性時，非常地歡喜，但是聽到

said to me jokingly: “If you and me do retreats, a

「法無我」的空性時，他們就受不了了，說：

bag of tsampa (roasted barley flour, Tibetan staple

「太可怕了！」當聽到《心經》之時，便雙手

foodstuff) for me and a carton of instant noodles

遮耳逃走了。

for you will be just fine.” Back then, the living

For example, we must enduringly accept profound

conditions were very harsh. But for the sake of

teachings such as the truth of Emptiness and the

seeking and practicing the Dharma, I think all

Great Perfection, and must not harbor any wrong

these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 are indeed worth

views about them or disparage them, otherwise

it completely. For a Mahayana Bodhisattva, the

we would commit what is called “the harmful act

quality of endurance is indispensable. During the

of rejecting the Dharma,” which creates very bad

thirty years of my study and practice, I had a lot

karma. When Lord Atisha was teaching Emptiness

of such experiences.

in India, two Bhikshus were listening to his
teachings. They were very pleased upon hearing

當然，我們所受的苦，跟古代很多祖師大德的

that ego had no intrinsic existence, but when they

傳記裏講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特別是米拉

heard that phenomena had no intrinsic existence

日巴尊者的傳記，我看了很多遍，這部傳記可

either, they couldn’t stand it and exclaimed,

以說對我有非常大的激勵。當我碰到一些困難

“That’s terrifying!” When they heard the Heart

的時候，如果看一下米拉日巴尊者的傳記，就

Sutra, they blocked their ears and ran away.

會覺得現在的困難不算什麽。
Of course, comparing to what many ancient

佛陀在世時，就有一些增上慢比丘聽到甚深空

great masters had experienced as written in

性教法時口吐鮮血而亡，並墮入地獄。因此我

their biographies, the difficulties we have had

們應當對甚深正法以及宣講此法的善知識從內

are not even worth mentioning. Especially

心深處生起勝解、恭敬誠信。如果因爲自己智

Master Milarepa, I have read his biography so

慧淺薄而生不起勝解，也應盡力斷除誹謗。

many times, and it has been such a tremendous

At the time of the Buddha, there were some

inspiration to me. When I encounter some

grossly arrogant monks who, when they heard the

profound teachings on Emptiness, vomited blood
and died, and were reborn in the hells. Therefore,

忍辱是最大的力量，忍辱不僅可以給我們帶來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sincerely respect and have

無量的功德，忍辱的人未來還會相貌莊嚴。從

confident faith in the profound teachings and the

這個因果來推理，現在很莊嚴的人都有可能是

virtuous teachers who impart them. At the very

過去修行忍辱的結果。如果我們覺得自己長得

least, even if we cannot have confident faith due

不夠好看，我們可能在忍辱上要多下點功夫，

to the limitations of our own mind, we should

因爲真正美麗的祕訣就是要忍辱。我猜很多女

never criticize them.

孩子聽到這個會非常高興，因爲她瞭解了真正
美麗的祕訣，就不用去整容了，修忍辱比去整

佛陀在《遺教經》中說：「忍之爲德持戒苦行

容要安全可靠，而且功德無量。好，今天已經

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這

傳授了美麗的祕訣。（衆笑）

個世界上誰的力量最大？不是奧林匹克比賽的

Endurance is the greatest strength. Not only

舉重冠軍，佛陀說是能夠忍辱的人。《長阿含

can endurance bring us immeasurable merits, it

經•戰鬥品》云：「彼愚無知見，謂我懷恐畏，

can also cause us to have a noble and dignified

我觀第一義，忍默爲最上。惡中之惡者，於瞋

appearance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is causality,

復生瞋，能於瞋不瞋，爲戰中最上。」又云：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ose who have a dignified

「若人有大力，能忍無力者，此力爲第一，於

appearance most likely owe it to having practiced

忍中最上。愚自謂有力，此力非爲力，如法忍

endurance in the past. If we think our appearance

力者，此力不可沮。」

could be better, we probably need to work harder

The Buddha said in the Buddha’s Last Bequest:

on practicing endurance, because the secret of true

“Endurance is a virtue which cannot be equaled

beauty lies in endurance. I guess many women are

even by keeping the precepts and undertaking

happy to hear this. Now they’ve learned the secret

the austere practices. Whoever is able to practice

of true beauty,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cosmetic

endurance can be truly called a great and strong

surgeries anymore. Practicing endurance is much

man.” It’s said in the Chapter of Fighting in the

safer than cosmetic surgeries. Besides, it brings

Dirghagama Sutra (the Longer Agama Sutra):

you immeasurable merits. All right, today I have

“You are so ignorant to think that I’m fearful of

taught you the secret of beauty. (Laughs)

evil. I see endurance as the foremost merit in the
first doctrine. The worst of all evils is hatred over
hatred. Being devoid of hatred over hatred is the
best among all fighting strategies.” Moreover,
“If one has great strength yet endures the
strengthless, this is the foremost strength and best
kind of endurance. The foolish call themselves
strong, but this strength is not truly effective. If
one holds endurance according to the Dharma,
this strength is invincible.”

（未完待續 To be continued）

《法華經》十二句締造幸福圓滿人生
■ 智廣阿闍梨

智廣阿闍梨一直以來始終致力於研究與修學、
修行，此書作爲其成果，本次得以在日本出
版，對此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誠摯的祝賀。
智廣阿闍梨將顯密佛法，即《妙法蓮華經》等
大乘佛教經典以及真言密教等，以成佛爲目標
的一乘佛教作爲指標，爲我們明示了正確的生
存之道。
此次，依據天台宗的基礎經典之《妙法蓮華經》
八卷，簡明易懂地析理了十二項教義。 《妙
法蓮華經》被稱爲諸佛經典之王，是令一切衆
生開、示、悟、入如來之智慧，引導衆生成佛
的真實的一乘教法，明確宣示了佛陀之本意。
日本的天台宗是以中國天台宗的高祖天台智者
大師的天台法華教義爲根本，在此基礎上，導
入了以《大日經》爲中心的真言密教（台密）
後所形成的綜合性佛教。
智廣阿闍梨與比叡山的天台佛教有所共鳴，於
比叡山得度後，受授大乘菩薩戒，成爲了天台
的菩薩僧。之後，於比叡山行院經歷了兩個月
的修行後，又進行了入壇·開壇的傳法灌頂的修
學，成爲台密的「三部都法大阿闍梨」。此外，

亦在自古以來作爲敕會而頗具權威性、每四年
舉行一次的法華大會廣學豎義這一僧侶的最終
考核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如阿闍梨這般來自
中國大陸者完成豎義的學業之事乃是首次，可
謂歷史上的一大快事。
智廣阿闍梨志向高遠，矢志將他在比叡山修
學、受法的顯密佛法回傳到中國（華人世界）
並致力於傳播、弘揚。
此次付梓的書籍，是智廣阿闍梨從《妙法蓮華
經》的六萬九千字中歸納概括出十二項要義，
共計四十八個文字，簡明扼要地揭示了法華的
奧祕。書中明示了每天應有的思想狀態、日常
生活的方式、修行的方法等，爲讀者指明了如
何度過安樂、幸福的每一天，走上圓滿安寧的
人生道路。
《妙法蓮華經》中，將受持、讀、誦、解說、
書寫等重要的修行方法作爲「五種行」予以教
說，智廣阿闍梨的《醍醐一滴
< 法華經 >
十二句締造幸福圓滿人生》一書，便是在此基
礎上加以彙總而成，故在此特別推薦。希望讀
者能夠將書中提倡的受持《妙法蓮華經》、開
創充實的人生作爲指南，品味到一滴的甘露滋
味。

在社會動簜起伏的巨大漩渦之中，世界不斷地

一種說法而已，特別強調了唯有一佛乘的主張。

悄然發生裂變。面對現狀，我們必須培養正確

《法華經》充滿浪漫且具有豐富的文學性，但

的判斷力，端正自心。

其主張時而也有十分嚴厲之處。作者智廣師也
是親自踐行「一佛乘」的實踐者。因此，從其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本書《醍醐一滴》作爲座

實踐經驗中選取了此十二句內容。

右銘之書，是一本能夠充分滿足我們自身需求
的讀物。

一、「捨惡知識 親近善友」（大正九 . 一六 a）
二、「持戒清潔 如淨明珠」（大正九 . 一六 a）

我們人類生存在這個世間，自然就存在生存的

三、「其聲清淨 出柔軟音」（大正九 . 二 c）

方式。生存方式根據人、時代以及社會的不同

四、「梵音深妙 令人樂聞」（大正九 . 二 c）

而盡皆不同。不論是歷史的經驗總結，還是今

五、「善修其心 能住安樂」（大正九 . 三八 a）

天我們切身的體會，都令我們明白：如果將人

六、「常行忍辱 哀愍一切」（大正九 . 三九 a）

類的生存方式統一或者標準化，會成爲一件十
分危險的事情，每個人有著各自不同的生存方

正如上述所選語句所示，書中敘述了緣分的重

式則是有益的。在不同的生存方式中，不也存

要性，人生圓滿的標準，待人應態度和藹、談

在著適用於所有人的共通模式嗎？人類只要作

吐優雅，聽聞佛陀教義的重要性以及幸福的根

爲人存在，就一定會有大家共通的、具有普遍

源在哪裏，如何善修自心，以及最後部分的安

性的生存方式，人們在各自不斷尋求著。而作

忍等。以《法華經》中摘取的四字一句的十二

爲適應這種需求的方法，本書從整部《法華經》

句偈文著成《醍醐一滴》一書，足以證明遵循

中選取了十二句偈文。每四個字構成一句，共

這十二項教法來生活工作的重要性。作者精通

計四十八個文字的倡導。

藏傳佛法且實修經驗豐富，同時深諳中華傳統
文化，爲本書賦予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同時這

《 法 華 經 》 的 原 經 典 名 爲（Saddharma

也是一本前所未有的對佛之本體加以全新解讀

Puṇḍarīka Sūtra），意將殊妙的正法比喻成

的書籍。

出於泥而不染於泥的、盛開著的美麗的白蓮
花。

《醍醐一滴》是一本深觸讀者心靈、引發讀者
共鳴，令讀者從任何事象中都能夠獲得教示的

《法華經》是以印度週邊爲首，從西域到中國
內地及西藏、日本、尼泊爾、韓國等各地中最
爲廣泛誦讀的珍貴經典。而且，此經自始至終
教說著「一佛乘」的中心思想，聲聞（聽聞佛
陀聲教而證悟者），緣覺（無師獨悟，不事說
法教化者），以及菩薩（爲一切有情踐行佛法
者）這三乘雖各自趨向成佛之道，但皆歸於一
乘，實無二乘、三乘，只是作爲教化的手段的

書籍。

同在這本書中還記載了另一個授記：「予（鳩
摩羅什大師）昔在天竺國。時遍遊五竺。尋討
大乘。從大師須利耶蘇摩。餐稟理味。殷勤付
囑梵本言。佛日西入。遺耀將及東北。茲典有
緣於東北。汝慎傳弘。」鳩摩羅什大師說自己
《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是一切經中

往昔遍遊天竺國（古印度），尋訪大乘教法，

之王，它在佛教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譯者鳩

從須利耶蘇摩大師處研習大乘教義。當時須利

摩羅什大師，他的母親在獲得小乘三果成就

耶蘇摩大師將《妙法蓮華經》梵本付囑鳩摩羅

後，曾經對他授記說：「法華方等摩訶般若深

什大師說，佛陀入滅後，佛法的光明將照耀東

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鳩摩

北方，就是說這部經典與印度的東北方有緣，

羅什大師的母親也是一位成就者，她對鳩摩羅

希望他能夠以殷重心將《妙法蓮華經》弘傳到

什大師說， 《妙法蓮華經》的精髓教義應該

那裏。

會在東土得到真實、廣大的弘揚，而且主要是
靠鳩摩羅什大師的力量。所以鳩摩羅什大師來

印度東北方，其實就是指我們中國，包括日本。

到東土弘揚《妙法蓮華經》也是有母親的授記

所以這個經典後來經過鳩摩羅什大師翻譯了以

和囑託。這是在唐代的《法華傳記》中記載的。

後，特別是在中國以及日本非常流行。可以說，

無數的人通過《妙法蓮華經》獲得了暫時與究

切凡夫人中。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

竟的安樂。

佛爲第一。此經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說。若
菩薩所說。若聲聞所說。諸經法中最爲第一。

《法華傳記》中還詳細記載了很多自古以來通

有能受持是經典者。亦復如是。於一切衆生中

過修持《法華經》而獲得感應，甚至獲得證悟

亦爲第一。一切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爲第一。此

的案例，非常非常多，我們看了以後非常有信

經亦復如是。於一切諸經法中最爲第一。如佛

心。

爲諸法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蕅益
大師所著的《妙法蓮華經綸貫》中也說：「妙

我們一乘顯密佛教中心的「一乘」，其含義也

法蓮華經者，諸佛究竟之極談也。」

是來自《妙法蓮華經》「開權顯實，會歸一乘」
的究竟教義。一直以來，我們也特別注重弘揚
《妙法蓮華經》，至少有三次全球萬部《妙法
蓮華經》共修都已經圓滿。我們很多的道友一

《法華經》是經中之王，是一切經典中最殊勝、

直都在讀誦、受持、抄寫、弘揚《妙法蓮華經》，

最深奧的一部，所以我們要想真正理解它的義

這個功德非常不可思議。

理，也是非常地困難。隋朝時，有一位智者大
師，是天台宗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祖師，被稱
爲「東土小釋迦」，也被日本天台宗奉爲高祖。
智者大師專門講了「天台三大部」來解釋《妙

《妙法蓮華經》六萬九千多字，每一個字都是

法蓮華經》。「天台三大部」就是《法華玄義》

一尊佛，即使我們只抄寫了《法華經》裏的一

《法華文句》和《摩訶止觀》。

個字，哪怕我們未來下了地獄，也會有一尊佛
去救我們。所以，這個功德無比殊勝，在《法

智者大師曾經「九旬談妙」

九十天他只講

華傳記》裏有不少記載案例。

了一個《妙法蓮華經》的經題，大家可想而知
《妙法蓮華經》的深奧程度，僅只是這個經題

在日本，《妙法蓮華經》也是非常地盛行。自

就講解了九十天。「天台三大部」的第一部《法

從一千二百年前，日本天台宗宗祖傳教大師最

華玄義》就是智者大師講解經題九十天的教言

澄在日本創立天台宗弘揚《妙法蓮華經》以來，

記錄。

《妙法蓮華經》在日本的流傳極爲廣泛，信仰
的人非常非常多，到目前爲止還是有很多人讀

第二部《法華文句》是解釋《妙法蓮華經》經

誦、受持、演說、書寫《妙法蓮華經》。

文的內容。第三部《摩訶止觀》則是講解圓頓
止觀實修的方法，開示如何證悟《法華經》的

《妙法蓮華經》確實是非常殊勝，可以說，凡

境界，如何證悟法華三昧。

是與之結緣的衆生最終都會解脫成佛。所以《妙
法蓮華經》裏說：「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

《大般涅槃經》第十四卷云：「譬如從牛出乳。

凡是聽聞到《法華經》的，沒有人會不成佛。

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
酥出醍醐。醍醐最上。」天台智者大師將釋尊

《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曰：「如一

一代聖教分爲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

涅槃五時，各自配以乳味、酪味、生酥味、熟

法蓮華經》六萬九千餘字當中摘出十二句話來

酥味、醍醐味的五味，並以醍醐比喻《妙法蓮

學習，在這最殊勝、最了義的醍醐裏面，先拿

華經》，認爲《妙法蓮華經》是最殊勝、最微

出一滴來嘗嘗它的味道。

妙、最了義、最究竟的經典。
我們每個人都想獲得幸福圓滿的人生，《法華
《法華經》的圓頓教法可以說是無比地深奧。

經》裏的這十二句話，就跟我們的幸福人生息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明白《法華經》的甚深密義，

息相關。從受持的角度來講，我們可以先受持

那就可以「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就可

這十二句，我們先不需要懂很多，只需要學懂

以成佛了。蕅益大師在《法華經會義》中說：

這十二句，真的能夠去力行落實的話，我們就

「須知依圓頓教而修妙行。的可立地成佛。故

可以改變命運，創造幸福人生。

云。法性如大海。不說有是非。凡夫賢聖人。
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

這十二句是從整部《妙法蓮華經》中摘錄出來
的，四個字一句，總共四十八個字，兩句相連

《法華經》中不僅蘊含著成佛的奧祕，而且也

作爲一小段。雖然這十二句字數很少，但是它

蘊含著我們獲得幸福圓滿人生的所有智慧。因

的義理非常豐富。

爲《法華經》將近七萬字，內容非常多，如果
我們要一句句講解的話，估計時間要非常長。
現代的人都非常忙。那麽，我們這次就從《妙

( 未完待續 )

Twelve Verses from the Lotus Sutra for a
Fulfilling and Happy Life

■ Acharya Zhiguang

Foreword 1

embark on the path of Buddha wisdom.

Acharya Zhiguang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researching,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Buddhism.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n Japan is the result
of his tireless effort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respect and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for
this achievement.

The Tendai school of Japan is 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tradition rooted in the Tiantai doctrine
on the Lotus Sutra, which was developed by
Master Zhiyi, the founder of the Tiantai school.
Later, the Tendai school also incorporated
elements of shingon mikkyo (teachings of
secret mantra and dharani centering around
the Vairocana-abhisambodhi-tantra). Acharya
Zhiguang resonates with the Tendai teachings of
Mount Hiei. After he was ordained at Mount Hiei,
he was bestowed with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precepts and became a Bodhisattva monk of
the Tendai school. He then trained at the Hieizan Gyoin (the main training temple on Mount
Hiei) for two months. He later became a “Great
Acharya of Sanbu-to-ho” of the Japanese Tendai
esoteric school after being trained in going to the
altar and preparing the altar for the empowerment
rite of Dharma transmission. In addition, he
also attended the Tendai Lotus Sutra Assembly
and passed the Examination of Learning and
Argumentation with excellence. From ancient
times, this highly authoritative assembly has
been an official event held every four years
according to the decree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The Examination of Learning and Argumentation

Acharya Zhiguang guides us with the beacon
of sutra and tantra teachings of the single
vehicle, which aim to help sentient beings attain
Buddhahood. These include Mahayana sutras like
the Lotus Sutra as well as teachings of the secret
mantra. He also offers us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correct way of life.
In this book, Acharya Zhiguang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welve teachings in a clear and
concise manner, based on one of the fundamental
sutras in the Tiantai school: the eight-volume
Lotus Sutra. Honored as the king of the sutras
taught by all Buddhas, the Lotus Sutra clearly
declar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Buddha and
is part of the authentic teachings of the single
vehicle that open the door of Buddha wisdom
to all sentient beings, that show them Buddha
wisdom, awaken them to it and induce them to

is the final assessment for monks of the Tendai
school. The fact that Acharya Zhiguang
has completed the training and passed this
examination carries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it is the first time a Chinese person from
mainland China has accomplished this in Japan.
Acharya Zhiguang has lofty aspirations and is
determined to bring the tantra and sutra teachings
he has received at Mount Hiei back to China and
to Chi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He’s
also fully committed to carrying forward and
promoting these teachings.
This book reveals the secrets of the Lotus Sutra
in a simple and concise manner through twelve
essential verses of forty-eigh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otal that Acharya Zhiguang has select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e sixty-nine thousand
characters in the Lotus Sutra. The book clearly

instructs readers on how to live a fullfilling and
peaceful life by spending every day contentedly
and happily, maintaining the right mental state,
the right life habits and Dharma practice, and
more.
In the Lotus Sutra, upholding, reading, reciting,
explaining and copying the Sutra are taught as the
“five important practices.” This book by Acharya
Zhiguang is a summary of these practices, so I
especially recommend it to you. I hope that the
readers will be able to savor this “drop of ghee”
and live their lives fully through upholding the
Lotus Sutra as recommended and instructed in
this book.
Take Kakucho
Abbot of Hiei-zan Enryaku-ji
Kanshu of Mizumadera, Ryukokuyama

Foreword 2
In the huge whirlpool of social upheavals that
are currently underway,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constant, silent change. In the face of this reality,
we must cultivate correct judgment and rectify
our minds.
To this end, this book, A Drop of Ghee, can serve
as a list of valuable guidelines to fully meet our
needs.
As humans on this planet, we each have our own
way of life. This varies greatly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eras, and societies. Whether based on
history or on our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oday’s
world, we all understand that it would be very
dangerous to prescribe one standard way of life
for all human beings. It is beneficial for everyone
to have their own lifestyle. However, among our
myriad ways of life, isn’t there also a common
pattern that applies to everyone? Since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there must be a common and
universal way of life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seeking. To meet this need, this book selects
twelve verses from the entire Lotus Sutra. Each
verse consists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forming
a guideline of forty-eight characters in total.
The original name of the Lotus Sutra, the
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 is a metaphor that
compares the wonderful authentic Dharma to a
beautifully blooming white lotus flower: the lotus
blossom grows in silt, yet remains untarnished by
it.
The Lotus Sutra is a precious scripture that is
chanted by the most Buddhist followers primarily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India, the areas

along the Silk Road, to inland China, Tibet, Japan,
Nepal and South Korea. Moreover, the entire
Lotus Sutra revolves around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single vehicle, from beginning to end. It reveals
that, although the three vehicles of Shravaka
(those who attain enlightenment through listening
to the Buddha’s oral teachings), Pratyekabuddha
(those who attain enlightenment solitarily without
following a teacher, and do not teach the Dharma
or transform sentient beings), and Bodhisattva
(those who practice the Dharma to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all seem to lead sentient beings
to Buddhahood through their own path, they all
belong to the single vehicle and there is neither a
second nor a third vehicle. They are simply three
different names for the Buddha’s skillful means
of teaching and transforming living beings. The
Lotus Sutra especially emphasizes the idea of
the single Buddha vehicle. It is full of romance,
poetry, and rich literary quality, but its claims
are sometimes very serious, too. The author of A
Drop of Ghee, Acharya Zhiguang, is a hands-on
practitioner of the single Buddha vehicle, and he
has drawn on his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select the
twelve verses for the book.
Here are the twelve verses, which form pairs to
make six longer priciples:
Verses 1 & 2:
“Leaving bad companions and making friends
with virtuous people.”
(Taisho Tripitaka volume 9-16a)
Verses 3 & 4:
“Observing the precepts perfectly, like pure,
bright jewels.”
(Taisho Tripitaka volume 9-16a)

Verses 9 & 10:
“Skillfully cultivating the mind and being able to
abide in ease.”
(Taisho Tripitaka volume 9-38a)

to them with gentle words,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
true source of happiness, how to cultivate one’s
mind properly, and lastl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tolerant and forbearing. A Drop of Ghee
elaborates on the twelve verses of four characters
each that are taken from the Lotus Sutra, and
proves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and work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twelve teachings. The
author is proficient in Tibetan Buddhism and has
rich experience in its authentic practice. He is also
well ver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lends an added depth to the book. This book is
an unprecedented work that provides an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ue nature of Buddha.

Verses 11 & 12:
“Always practicing patience and being
compassionate toward all.”
(Taisho Tripitaka volume 9-39a)

A Drop of Ghee is a book that deeply touches the
reader’s heart, resonates with them, and enables
them to gain inspiration from anything they might
be experiencing in their own lives.

As shown in the selected verses listed above,
the book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of karmic
connection, the criteria for a full and happy life,
the attitude of being amiable to others and talking

Nakata Junna
Zasu (head priest)
the Daigo-ji General Head Temple

Verses 5 & 6:
“Uttering soft and gentle sounds, with their clear
and pure voices.”
(Taisho Tripitaka volume 9-2c)
Verses 7 & 8:
“With their voices deep and enticing like the
sounds of Brahma, they make the people eager to
hear them.”
(Taisho Tripitaka volume 9-2c)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he karmic connection of the Lotus Sutra with
the East
The Sutra of the Lotus Flower of the Wonderful
Dharma, or the Lotus Sutra for short, is
recognized as the “king” of all Buddhist sutras
and occupies a very prominent position in
Buddhist circles. This sutra was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into Chinese by Master Kumarajiva. His
mother once told him this prophecy after attaining
the third stage of Hinayana enlightenment: “The
true essence of the profound teachings given
by the Buddha in the Lotus-Nirvana Period,
the Vaipulya Period (also known as the Correct
and Equal period) and the Prajna Period (the
Wisdom Period) must be widely preached and
spread to the East. Only you have the power to
do this.” Like Master Kumarajiva himself, his
mother was also a siddha (one who has attained
enlightenment). She told Master Kumarajiva that
the essential teachings of the Lotus Sutra were
expected to be spread widely throughout the East,
mainly through his power. Therefore, Master
Kumarajiva’s journey to the East to promote the
Lotus Sutra was in part due to his mother making
this prediction and entrusting him with this
mission. This story is recorded in Biographies
of the Devotees of the Lotus Sutra, written in the
Tang Dynasty.
Biographies of the Devotees of the Lotus Sutra
records another prediction relating to Master
Kumarajiva: “When I (Master Kumarajiva) was
in the Kingdom of ancient India, I traveled around
its five regions to seek Mahayana teachings.
From Master Suryasoma, I got a taste of the
Mahayana doctrines. He earnestly entrusted a
Sanskrit copy of the Lotus Sutra to me, saying,
‘The sun of Buddhism will set in the West, yet
its afterglow will reach the Northeast, a region

which has a karmic connection with the Lotus
Sutra. You must spread it there prudently.’” So,
in this passage, Master Kumarajiva relates how
he traveled around Ancient India to look for
Mahayana teachings. He studied the Mahayana
doctrines from Master Suryasoma. At that time,
Master Suryasoma entrusted him with a Sanskrit
copy of the Lotus Sutra, and told him that the
bright light of the Dharma would illuminate the
Northeast after the Buddha entered Nirvana.
Master Suryasoma meant that the Lotus Sutra was
karmically connected to the areas to the northeast
of India, and hoped that Master Kumarajiva could
spread its teachings there with great care and
sincerity.
These so-called “areas to the northeast of India”
actually refer to China and Japan. So, after Master
Kumarajiva translated it from the Sanskrit, this
sutra became very popular, particularly in China
and Japan. As a result, countless people have
attained both temporary and ultimate happiness
through this sutra.
Biographies of the Devotees of the Lotus Sutra
also contains many detailed accounts of people
who received blessings and even attained
enlightenment through practic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Lotus Sutra. We can develop great faith
through reading these stories.
The term “Ekayana” in our Ekayana Sutra and
Tantra Buddhist Centre means “single vehicle”
(a single conveyance that carries sentient beings
along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and also comes
from the ultimate teaching of the Lotus Sutra,
that “exposes the temporary teaching of the three
vehicles and reveals the ultimate truth, guiding
the three vehicles into the single vehicle.” From
the outset, we have made a special effort to
promote the Lotus Sutra. We have completed
the worldwide group practice of ten thousand

recitations of the sutra at least three times so far.
Many of our Dharma friends persevere in reading,
upholding, copying and promoting the Lotus
Sutra. These practices generate inconceivable
merits.
The supreme merits of the Lotus Sutra
There are more than 69,000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otus Sutra, and every one of them is a
Buddha. Even if we only copy one character
in it, there will be a Buddha to save us if we
fall into hell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is sutra
offers supreme, unparalleled merits, as proven by
many true stories recorded in Biographies of the
Devotees of the Lotus Sutra.
The Lotus Sutra is also very popular in Japan.
It has become extremely widespread there with
a very large number of followers since Master
Saicho (also known as Dengyo Daishi) founded
the Tendai school of Buddhism to preach this
sutra 1,200 years ago. At present, many Japanese
people still read, uphold, preach, and copy the
Lotus Sutra.
The Lotus Sutra is indeed supreme. All sentient
beings who have formed a karmic connection
with it will eventually be liberated and attain
Buddhahood. Therefore, it is stated in the Lotus
Sutra that “of those hearing this Dharma, there
will be no one who will not become a Buddha.”
So, it’s clear that no person who has heard the
Lotus Sutra will fail to become a Buddha.
In the chapter of the Lotus Sutra entitled “Ancient
Accounts of Bodhisattva Bhaisajyaraja,” it says,
“Just as srotaapannas (those who have entered the
stream of the teaching), sakrdagamins (those who
are to return to this world once again), anagamins
(those who are never to return), arhats, and
pratyekabuddhas are the best of all the common

people, this is the best of all the sutras taught by
all the Tathagatas, Bodhisattvas, and sravakas.
Those who uphold this sutra are the bes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Bodhisattvas are the best of
all sravakas and pratyekabuddhas. Likewise this
sutra is the best of all sutras. Just as the Buddha is
the King of the Dharma, this sutra is the King of
Sutras.” Similarly, it is stated in A Synopsis of the
Lotus Sutra by Master Ouyi that “the Lotus Sutra
discloses the ultimate and definitive teachings of
all Buddhas.”
Tasting the flavor of “ghee” from the twelve
verses of the Lotus Sutra
Literally, “ghee” refers to the finest class of
clarified butter, which originated in ancient India.
It is often used figuratively to symbolize the most
profound essence of Buddhist teachings.
The Lotus Sutra, the “King of all Sutras”,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and profound of all Buddhist
scriptures. Therefor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truly understand its teachings. During the Sui
Dynasty, there lived a great master called Zhiyi
who was a prominent patriarch of the Tiantai
school. He is known as the “Little Shakyamuni
of the East,” and is also honored as the Koso
(founder) of the Japanese Tendai school. He
elaborated in particular depth on the Lotus Sutra
in his Three Great Works of the Tiantai School: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Lotus Sutra (Fahua
Xuanyi), Words and Phrases of the Lotus Sutra
(Fahua Wenju), and Great Calmness and Insight
(Mohe Zhiguan).
It’s said that Master Zhiyi once gave a ninetyday lecture on the word “wonderful” as used in
the Sutra of the Lotus Flower of the Wonderful
Dharma. In other words, he spent ninety whole
days elaborating on just the title of the Lotus
Sutra. So, we can see how profound this sutra is.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Lotus Sutra, which is
the first of the Three Great Works of the Tiantai
School, is the collection of Master Zhiyi’s
teachings on the title of the sutra during those
ninety days.
The second work, Words and Phrases of the Lotus
Sutra, giv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Lotus Sutra. The third work, Great Calmness and
Insight, explains methods of practicing perfect
and sudden calm and insight. It teaches how to
realize the state described in the Lotus Sutra and
how to accomplish the Lotus Samadhi.
It is stated in Chapter 14 of the Mahaparinirvana
Sutra that “from the cow comes fresh milk; from
fresh milk comes cream; from cream comes fresh
butter; from fresh butter comes clarified butter;
from clarified butter comes ghee, and ghee is the
best.” Master Zhiyi of the Tiantai school classified
the holy teachings of Shakyamuni Buddha into
five periods—namely, the Avatamsaka Period (the
Flower Garland Period), the Agama Period, the
Vaipulya Period (the Correct and Equal Period),
the Prajna Period (the Wisdom Period), and the
Lotus and Nirvana Period. He associated these
periods with the five respective dairy products:
milk, cream, fresh butter, clarified butter, and
ghee. Master Zhiyi compared the Lotus Sutra
to ghee, the most refined of the five, because he
considered it to be the most sublime, subtle, and
definitive sutra.
The perfect and sudden teachings of the Lotus
Sutra are extremely profound. If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deep and secret meaning of the
Lotus Sutra, we can “open the door to Buddha
wisdom, show ourselves Buddha wisdom, awaken
ourselves to Buddha wisdom, and enter into the
path of Buddha wisdom,” and we will thus attain
Buddhahood. Master Ouyi said in the Summary
of the Lotus Sutra, “We must know that one

can indeed attain Buddhahood immediately by
practicing according to the perfect and sudden
teachings. So, as the verses go, ‘Dharma-nature
is like a great ocean. It is non-discriminatory
and all-embracing. All beings, unenlightened or
enlightened, are equal; no one is higher or lower.
Only by eliminating the impurities in one’s mind
can one attain enlightenment as easily as turning
over one’s hand.’”
The Lotus Sutra contains not only the secret to
attaining Buddhahood, but also all the wisdom
that can help us to live a fulfilling and happy life.
Since the Lotus Sutra contains nearly 70,000
characters and a great variety of teachings, it
would take us a very long time to explain the
whole sutra sentence by sentence. Nowadays,
people lead very busy lives. So, for our study in
this book, we will select twelve verses from the
69,000-plus characters in the Lotus Sutra to taste
a drop of its sublime and unequalled essence.
Everyone wants to live a fulfilling and happy
life. The twelve verses in the Lotus Sutra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our happiness. On our
journey to accepting and upholding the Dharma,
we can start by first learning and following these
twelve verses. We don’t need to know much in
the beginning. If we fully understand these twelve
verses and effectively put them into practice, we
can change our destiny and create a happy life.
These twelve verses are excerpted from the
Lotus Sutra. Each verse contains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so there are forty-eight characters in
total, with pairs of adjoining verses each forming
a small passage. Though very short, these verses
are extremely rich in meaning.

(To be continued)

『法華経』十二の句

幸せな人生を築くために

■ 智廣阿闍梨
となられました。また古来より勅会として大
変権威ある法華大会広学竪義という四年に一
度行われる僧侶の最終試験にも、見事に合格
されました。智廣阿闍梨のごとく中国大陸の
智廣阿闍梨が生涯をかけて研鑽し、修学修行

方で竪義を遂業されたのは、歴史的に初めて

を重ねてこられた成果としての本書を日本で

の快事でありました。

出版されることに心からの敬意と祝意を表し
ます。

これら比叡山で修学し受法した顕密仏法を中
国（華人世界）に弘通し、布衍することを智

智廣阿闍梨は顕密の仏法、即ち『妙法蓮華

廣阿闍梨は強く志しておられます。

経』を始めとする大乗経典、並びに真言密教
など、成仏を目指す一乗仏教を指針として私

このたび上梓の書物は、智廣阿闍梨が『妙法

達の正しい生きる道を示されています。

蓮華経』の六万九千文字から、その要旨を
十二項、計四十八個の文字にまとめ総括し、

このたびは天台宗の所依である『妙法蓮華経』

法華の奥義をわかり易く開示されています。

八卷に基づき、十二項の教えをわかり易く説

即ち人々の日々の心構え、日常生活のあり

かれています。 『妙法蓮華経』は諸経仏典

方、修行の仕方などを示され、心安らかで幸

の中の王といわれ、あらゆる衆生に如来の智

せな日々、円満で安楽な人生を歩む道を明示

慧を開き示し、悟らしめ入らしめて、成仏に

されています。

導く真実一乗の教えであり、仏陀の真意が明
らかに示されています。

『妙法蓮華経』には、受持・読・誦・解説・書
写など大切な修行方法が「五種行」として説か

日本の天台宗は、中国天台の高祖天台智者大

れていますが、これらを踏まえてまとめられた

師の天台法華の教えを根本とし、さらに『大

智廣阿闍梨の「醍醐一滴『法華経』十二の句

日経』を中心とする真言密教（台密）をも取

幸せな人生を築くために」の好著を推奨いたし

り入れた総合仏教であります。

ます。この書により『妙法蓮華経』を受持して
豊かな人生を切り開く指南とし、一滴の甘露を

智廣阿闍梨は比叡山の天台仏教に共鳴して、
比叡山で得度され、大乗菩薩戒を受けて天台
の菩薩僧となられました。さらに比叡山行院
での二ヶ月間の修行を経て入壇•開壇の伝法
灌頂も修して、台密の「三部都法の大阿闍梨」

味わって頂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大きな社会のうねりの中、世界が音もなく、ひび割れしていく現
実を目の当りにしながら、今を生きる私たちは、しっかりとした
判断力を養い、心の佇まいを正さ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この意味において、本書『醍醐一滴』は座右の書として、あなた
自身の呼びかけに十二分に応え得る一冊です。
私たち人間は生きているのです。生き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当然
生き方があります。生き方というのは、人により、時代により、
社会によりみんな違うのです。人間の生き方を統一したり、画一
化したりすると危険なこと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は歴史が語り、今
日もなお身をもって知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人にはそれぞれ、さ
まざまな生き方があることは良いことです。さまざまな生き方に
は、誰にでもあてはまる普遍的なもの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か。人間が人間として生きる限り、みんなに共通する普遍的な生
き方があり、人間はそれぞれ、それを求めています。この求めに
応える道とし、本書は『法華経』全体の中から十二句を見いだし
ます。それは四文字一句で構成され、合計四十八文字の呼びかけ
となっています。
『法華経』は、原典名、サッダルマ・ プンダリーカ・スートラと
いい、正しい妙なる法は、泥の中から泥に染まることの無い、美
しく開花する白蓮華の様だと、たとえられています。
『法華経』はインド週辺をはじめ、西域から中国チベット及び内
陸、日本、ネパール、韓国と各地で最も広く読まれ大切にされて
来たお経です。そして、この経の中心は一貫して「一仏乗」が説
かれ、声聞（仏の教えを聞いて悟りを開く人）、縁覚（一人で悟
りを開き、人に教えを伝えない人）、菩薩（一切衆生のために仏
道を実践する人）の三乗はそれぞれが成仏への道を進むものの、
悉く一乗に帰し、二乗、三乗は実はなく、ただ教化の手段として
の説法であり、一仏乗のみであることを特に説いています。 『法
華経』はロマンに満ちた豊かな文学性を持ちながら、時にその主
張は、かなり厳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 「一仏乗」はまさにこれ
に当る主張で、筆者智廣師は身をもって「一仏乗」を実践した実

践者であります。従って、その実践の中から

文字で構成した、この十二項目の教えに従っ

十二句は示されています。

て生きることの大切さ、これを『法華経』の
中から『醍醐一滴』と題し、認められており

一、「捨悪知識 親近善友」（大正九 . 一六 a）

ます。そして著者自身、中国チベット仏教を

二、「持戒浄潔 如淨明珠」（大正九 . 一六 a）

十二分に理解し、その教えの実践を基にし

三、「其聲清浄 出柔軟音」（大正九 . 二 c）

て、漢民族としてこの書を著しているため、

四、「梵音深妙 令人樂聞」（大正九 . 二 c）

非常に豊富な意味を持ち、今までにない新し

五、「善修其心 能住安楽」（大正九 . 三八 a）

い仏の本体を明らかにする一冊でもありま

六、「常行忍辱 哀愍一切」（大正九 . 三九 a）

す。

これらの選ばれた句に示されておりますよう

心深く感受性豊かにし、どんな事象からも教

に、縁の大切さ、円満な人生の基準、人々に

えを求め得る書『醍醐一滴』であります。

優しい言葉で語りかけ寄り添うこと、仏の教
えを聞く大切さ、そして幸せの根源はどこに
あるのか？どのように心を修めたら良いの
か？最後に、耐え忍ぶこと。これらを全て四

『妙法蓮華経』は『法華経』と略し、一切諸
経の王と呼ばれ、仏教界の中では非常に高く
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ます。訳者は鳩摩羅什大師
で、彼の母親は小乗三果の成就を獲得した
後、彼に「法華方等摩訶般若深教、応に大い
に真丹に闡くべし、之を東土に伝うるは唯だ
汝の力のみ」と授記しました。鳩摩羅什大師
の母親も成就者のひとりであり、彼女は鳩摩
羅什大師に『妙法蓮華経』の教義の精髄は東
の地で大いに広まる。そして、それには鳩摩
羅什大師の力が要石となると伝えました。で
すから、鳩摩羅什大師が東の地に来られ、

インドの東北というのは実は中国を指し、日

『妙法蓮華経』を広めたのは母の授記と嘱託

本も含まれます。そのため、この経典は後に

があったからでもあるのです。これは唐の時

鳩摩羅什大師により翻訳された後、特に中国

代の『法華伝記』に記載してあります。

及び日本で非常に伝播しました。無数の方々
が『妙法蓮華経』を通じて一時的かつ究極的

この本の中にもう一つ、このような授記も記

な安楽を獲得し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されています。 「予（鳩摩羅什大師）昔天
竺国に在りし時遍く五竺に遊びて大乗を尋討

『法華伝記』には、昔から『法華経』を修持

し、大師須利耶蘇摩に従ひて理味を飡稟し、

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感応を獲得し、更には悟り

慇懃に梵本を付嘱して言く、仏日西に入りて

を得た例も非常に多いと詳しく記されてお

遺耀将に東北に及ばんとす。茲の典東北に有

り、それを読むと、法華経に対する信心がと

縁なり、汝慎みて伝弘せよ」。鳩摩羅什大師

ても深まりました。

はご自身が昔、天竺（昔のインド）を巡り歩
き大乗教法を探し求め、須利耶蘇摩大師の元

私たち一乗顕密佛教センターの「一乘」も『妙

で学んだ。当時、須利耶蘇摩大師は『妙法蓮

法蓮華経』の「開権顕実、会帰一乘」の究竟

華経』の梵本を鳩摩羅什大師に託した際に「仏

の教義の中から取ったものです。これまで、

陀の入滅後、仏法の光明は東北を輝き照らす

私たちも『妙法蓮華経』の弘揚を特別に重視

だろう。」と言われました。それは、この経

して、少なくとも三回に亘って世界に敷衍し

典がインドの東北と縁があり、鳩摩羅什大師

て『妙法蓮華経』を一万部以上円満に読誦し

が至誠懇切の心を以て『妙法蓮華経』をその

終えました。私たちの多くの仲間は『妙法蓮

地で広めてほしいという思いが込められてい

華経』を誦し、受持し、書写し、弘揚してお

ました。

り、この功徳は誠に不可思議であります。

『妙法蓮華経』の六万九千以上の一文字一文
字は皆一仏であり、 『妙法蓮華経』の中の
たった一文字だけでも写経をすれば、たとえ
将来私たちが地獄に落ちたとしても、その一
仏が私たちを救ってくださいます。ですか
ら、この功徳は比類なき殊勝なもので、『法
華伝記』の中には多くの例が記載されていま
す。
日本でも、 『妙法蓮華経』が遍く伝わって
います。一二〇〇年前、日本の天台宗の祖師
伝教大師最澄が日本で天台宗を創立し、『妙
法蓮華経』を弘揚して以来、 『妙法蓮華経』
は日本で広く伝えられ、とても多くの人が信

最も為第一なり。佛は為諸法の王なるが如

仰しました。今現在も、数多くの人が『妙法

く、此の経もまた是の如し。諸経の中の王な

蓮華経』を誦し、受持し、解説し、書写して

り。」 蕅益大師が撰述した『法華経綸貫』

います。

にも「妙法蓮華経者、諸仏究竟の極談なり」
と書かれています。

確かに、 『妙法蓮華経』は非常に殊勝なも
ので、それと縁を結んだ衆生は最終的に仏に
なると言えるでしょう。それゆえ、 『妙法
蓮華経』の中には「若し法を聞くこと有らん

『妙法蓮華経』は諸経の王と呼ばれ、一切の

者はひとりとして成佛せずということ無け

経典の比類なき、最も奥深い一冊となってい

ん。」と説かれています。

るため、私たちがその本当の意味を理解する
のは非常に困難です。隋朝の頃、智者大師と

『妙法蓮華経・薬王菩薩本事品』曰く「一切

いう方がおられました。天台宗のすばらしい

の凡夫人の中に、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

祖師で、 「東土小釈迦」と呼ばれ、日本の

阿羅漢、辟支佛、為第一なるが如く、此の経

天台宗から高祖と崇められました。智者大師

もまた是の如し。一切如来の所説、若しは菩

は『妙法蓮華経』を説明するために、 「天

薩の所説、若しは声聞の所説、諸の経法の中

台三大部」を特別に用いて説かれています。

に最も為第一なり。能くこの経典を受持する

「天台三大部」というのは『法華玄義』、 『法

こと有らん者も、また是の如し。一切衆生の

華文句』と『摩訶止観』のことです。

中に於いて、また為第一なり。一切の声聞、
辟支佛の中に、菩薩為第一なり。此の経もま

智者大師はかつて、九十日をかけて『妙法蓮

た是の如し。一切の諸の経法の中に於いて、

華経』の経題だけを述べたということで、

「九旬談妙」と呼ばれるエピソードがあるほ

『法華経』の中には、成仏の奥義だけでな

どです。 『妙法蓮華経』の経題だけを九十

く、私たちが幸せで円満な人生を得るための

日間もかけて講義をしたことから『妙法蓮華

すべての知恵も含まれています。『法華経』

経』がどれほど奥深いのかを推測できること

は七万字に近く、内容が非常に多いので、一

でしょう。「天台三大部」の第一部である『法

つひとつ説明するとしたら、膨大な時間を費

華玄義』に智者大師が経題を九十日間講義し

やしてしまいます。私たち現代人はとても忙

たと記録されています。

しいので、今回は『妙法蓮華経』の六万九千
字余りの中から、十二句を選んで学んでいき

第二部の『法華文句』は『妙法蓮華経』の経

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の最も殊勝かつ了義な醍

文の内容を解説するもので、第三部の『摩訶

醐味の中から、まずは一滴を取ってその味を

止観』は円頓止観実修の方法を解説し、どの

味わってみましょう。

ように『法華経』の境地を悟るのか、どのよ
うに法華三昧を悟るのかを説いてあります。

私たちはみんな幸せで円満な人生を獲得した
いと願っていますが、 『妙法蓮華経』の中

『大般涅槃経』第一四巻曰く「譬へば牛より

の十二句は私たちの幸せな人生と密接な関係

乳を出し、乳より酪を出し、酪より生酥を出

を持っています。受持という観点から言え

し、生酥より熟酥を出し、熟酥より醍醐を出

ば、先にこの十二句を受持してもよいと思い

す。醍醐は最上なり。」天台智者大師は釈尊

ます。一度に多くのことを理解しなくても良

の一代聖教を華厳、阿含、方等、般若、法華

いのです。まずはこの十二句を理解し、身に

涅槃の五時に分け、それぞれを乳味、酪味、

着け、それを実行すれば、運命を変えること

生酥味、熟酥味と醍醐味の五味に喩え、また

ができ、幸せな人生を創造することができま

醍醐を『妙法蓮華経』に喩え、 『妙法蓮華経』

す。

は最も殊勝、最も絶妙、最も了義で、究竟な
経典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たのです。

この十二句は『妙法蓮華経』全体の中から選
ばれたもので、四字で一句が構成されてお

『法華経』に説かれている円頓の教法は非常

り、合わせて四十八字あります。そして、二

に奥深いものです。もし私たちが『法華経』

句が呼応して一段落という形になっていま

の深い奥義を理解したのなら「仏知見を開

す。この十二句は数としては少なくても、非

き、 示し、 悟らせ、 入らしめる」ことがで

常に豊富な意味をもっているのです。

き、成仏できるでしょう。 『法華経会義』
の中で蕅益大師曰く「円頓の教法に依て修行
すれば直ちに成佛できることを知るべし。故
曰く。法性は海の如く。是非を論ぜず。凡夫
でも賢聖の人でも。高卑なく平等である。唯
心の汚れが無ければ。悟るのは掌を返すが如
く容易い。」

「つづく」

怙主諸佛智慧身，文殊室利童子尊，
恆住八瓣蓮蕊心，所言願利諸有情。
甚深光明大圓滿，僅聞詞句斷有根，
六月修要得解脫，唯此銘刻於心中。
遇此勝法善緣衆，前世累劫積資果，
與普賢王同緣分，諸道友當生歡喜。
■
法
王
如
意
寶
晉
美
彭
措
著

爲沉恐怖輪迴衆，獲得永樂之佛果，
當負利他之重任，捨棄愛自如毒食。
以此可阻惡趣門，亦可獲得善趣樂，
趨至究竟解脫地，切莫散亂修此要。
於諸輪迴之盛事，不起羡慕之心念，
當持人天供養處，殊勝嚴飾之淨戒。

■
索
達
吉
堪
布
譯

一切增上定勝樂，悉皆依此而生故，
倘若破戒墮惡趣，切莫迷惑當取捨。
言行恆時隨順友，秉性正直心善良，
若欲長久利己者，暫時利他乃竅訣。

此乃清淨人規法，三世諸佛方便道，
亦爲四攝之精華，諸位弟子切莫忘！
以此善根願諸衆，超越輪迴之深淵，
令諸心子皆歡喜，往生西方極樂剎。

第十七勝生週丙子年（公元 1996 年 9 月 21
日），我等師徒遣除內外密諸違緣，阿旺
羅珠宗美于慶祝勝利之吉日，近五千僧人
中，即性而唱，善哉！
譯於 一九九七年三月六日

注：轉載自智悲佛網

《
呼
喚
觀
世
音
》
■
益
西
彭
措
法
師
編
述

今天很榮幸能講解六字大明呪的功德，因爲這六字大明呪是佛冠上
的如意寶王，是求解脫者的無上妙道，是十方諸佛的最上精華，是
總攝八萬四千法蘊爲一體的大總持，是諸佛難測的觀自在菩薩的微
妙本心，是點鐵成金、轉凡成聖的靈丹妙藥。
在中國的宋朝，有一位名叫「天息災」的中印度三藏譯師，翻譯了
一部極其重要的密教經典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可惜的是，

很少有人閱讀、受持，竟使這部無上經典近千年默默無聞地塵封在
大藏經中。我們今天就以這部經典中的重要內容開始講述六字大明
呪。

在《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上，除蓋障菩薩請問釋迦牟尼佛一個問題：
六字大明呪是從何處得到的？
佛告訴他：「善男子！這個六字大明呪極爲稀有難遇，上至如來也
不瞭知它的所得之處，何況因位菩薩，怎能知道它的得處？」
除蓋障菩薩說：「這一陀羅尼，爲何佛不瞭知呢？」

佛說：「善男子！這六字大明呪是觀自在菩薩

罪垢、速證菩提。爲了求得它，我現在已經疲

的微妙本心。如果瞭知如是微妙本心，即瞭知

困，我去了無數世界卻不能求得。這次我來到

解脫。」

您這裏。』

除蓋障菩薩問佛：「諸有情中有人能瞭知這六

這時候蓮花上如來就向我講述了許多六字大明

字大明呪嗎？」

呪的功德。」（這一部分下面會講到）

佛說：「這是不會有人瞭知的。這六字大明

之後，蓮花上如來又講他求得此法的經歷。他

呪，無量相應的如來尚難以瞭知，菩薩怎能瞭

說：「我走遍了無數百千萬俱胝那庾多的世界，

知觀自在菩薩的微妙本心之處？我前往過他方

最後我到了無量壽如來（阿彌陀佛）那裏。我

國土，但沒有人瞭知這六字大明呪之處。」

在佛前合掌，爲了求得妙法涕淚悲泣。

當時除蓋障菩薩極渴求六字大明呪。他向世尊

當時無量壽如來照見我的現在和未來，就問

表白自己的求法之心，他說：「世尊！我必須

我：『善男子！你是必須求這六字大明王觀行

求六字大明呪。我爲了此妙法的緣故，可以用

瑜伽嗎？』

充滿四大洲的七寶供養來作書寫。世尊！假如
缺少紙張和筆墨，我寧願刺血爲墨、剝皮爲紙、

我說：『我非求此法不可！世尊，我是必須求

析骨爲筆，即使如此，我也心無反悔、吝惜，

此法的，就像乾渴者需求水那樣。世尊！我爲

我尊重此呪如同自己的父母。」

了這六字大明呪已經走過無數世界，承事供養
了無數百千萬俱胝那庾多如來，但我並沒有得

這時佛就把自己往昔尋求六字大明呪的經歷告

到。唯願世尊救我這等愚鈍之人，如同讓缺乏

訴除蓋障。

者獲得滿足，爲迷路者指示道路，在炎炎烈日
之下爲作蔭涼。我的心渴望這一妙法，唯願如

佛說：「善男子！我回憶過去世爲了這六字大

來爲我開示引導，讓我能善安住在這究竟的妙

明呪，走遍了多如微塵數的世界，我曾經供養

道中，穿上金剛甲胄。』

了無數百千萬俱胝那庾多如來。可是我在那麽
多如來身邊，既沒有得到也沒聽過這個明呪。

當時無量佛如來以美妙的迦陵頻伽妙音對觀自
在菩薩說：『善男子！你看這位蓮花上如來爲

當時世間有寶上如來住世，我在彼佛跟前悲切

了六字大明呪，已經遍歷了無數百千萬俱胝那

流淚。寶上佛安慰我說：『善男子！你去，你

庾多世界。善男子！你應該傳他六字大明呪，

不要悲傷哭泣！善男子，你去那裏拜見蓮花上

這位如來是爲此而來的。』

如來，彼佛知道這個六字大明呪。』當時我辭
別了寶上如來，前往蓮花上如來的剎土。

蓮花上如來對觀自在菩薩說：『善男子！請爲
我宣說這六字大明呪王，我是爲了無數百千萬

我到後就頂禮佛的蓮足，雙手合掌祈求佛說：

俱胝那庾多有情，讓他們遠離輪迴苦惱，速疾

『我心中唯願世尊傳我六字大明呪，這真言之

證得無上菩提。』」

王、一切本母，只要憶念它的名字，就能消除

這時觀世音大菩薩就給蓮花上如來宣說了六字

到，這都是諸佛的恩德。另一方面要備加珍

大明呪。正當說時，四大洲和天宮週遍震動，

惜，對這句心呪要無比尊重，好好如法地修

像搖芭蕉葉子那樣，四大海的波濤翻騰湧動，

持。

一切作障礙的諸魔眷屬都驚慌逃竄。
這時蓮華上如來向觀自在菩薩供養價值百千真
珠的瓔珞。觀自在菩薩接受了，又供奉無量壽

六字大明呪的功德分九：1、僅誦一遍即獲無

如來。無量壽佛接受之後回供蓮花上如來。蓮

量功德；2、諸佛菩薩雲聚、天龍夜叉等守護；

花上如來得到六字大明呪，就返回蓮花上世界。

3、獲得辯才、智慧、慈悲、圓滿六度；4、令

我釋迦牟尼往昔是從這位蓮花上如來座前聽聞

衆生見聞接觸皆得不思議利益；5、成就三摩

到這個呪王的。

地；6、往生淨土；7、清淨業障、消除違緣；
8、消除疾病；9、書寫六字大明呪的功德。

以上這段經文把六字大明呪讚歎到了極點。一
開始，除蓋障菩薩問佛：六字大明呪是從何處
獲得的。佛說：「就連佛也不知它的所得之處。
這是觀自在菩薩的微妙本心。如來尚難知道，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中，蓮花上如來這樣

何況菩薩？」這樣就知道，六字大明呪的境界

讚歎持誦六字大明呪的功德，他說：

是無上甚深的，是最極微妙的。我們如法持這
個呪，就能深入到最微妙的本心。

「善男子，所有微塵我能計算數量，但這僅念
一遍六字大明呪所得的功德，我卻無法計算它

這段經文還有一段極少見的描寫，當時蓮花上

的數量。（所以，僅念一遍觀音心呪，就得到

如來是以佛的身份尋求六字大明呪，他走遍天

超微塵數的功德。）

涯、供養無數如來，卻連六字大明呪的名字都
不能聽到，更何況得到。最後到阿彌陀佛那裏，

善男子，比如大海中的所有沙粒，我能一一數

悲切流淚地合掌請求，才由阿彌陀佛讓觀自在

清它的數量，但念一遍六字大明呪的功德，我

菩薩傳這個無上妙法。這是佛以身顯示，這六

卻無法計算其量。

字大明呪是究竟妙道，是能讓無量衆生速證無
上菩提的最奇特方便。

善男子，又比如天人建造的倉庫，週圍一千由
旬，高一百由旬，裏面裝滿了芝麻，連容一根

釋迦牟尼佛也是因地遍歷微塵數世界，供養無

針的空隙都沒有。有一位守護者，永遠不老不

數如來，卻不能聽聞、獲得六字大明呪。最後

死，每經一百劫就取一粒芝麻扔到外面。這樣

在蓮花上如來面前才求到。

直到倉庫內的芝麻都扔空了，我能計算這期間
所經歷的時間，但這念一遍六字大明呪的功德，

想想我們，這樣稀有難得的妙法，不僅聽到而

我卻無法計算其量。

且得到，不僅得到而且修持。一方面要感恩觀
世音菩薩，感恩蓮花上如來、釋迦牟尼佛，感

善男子，又比如四大部洲中種植了各種稻穀、

恩一切傳承上師，我們不費辛苦就很容易得

小麥等的農作物，龍王降下甘霖，當時所種的

穀物都得以成熟，全部收割了之後，以南贍部

善男子，又如金剛鉤山王，高九萬九千由旬，

洲作爲場地，用車等搬運過來堆積一起。我能

下方八萬四千由旬，週圍每一方面又各是八萬

計算出所有農作物顆粒的數量，但這念誦一遍

四千由旬。山上有個不老不死的人，經過一劫

六字大明呪的功德，我卻無法計數。

旋繞此山才走完一圈。這一山王，我以帝釋天
衣能拂盡無餘，但這念誦一遍六字大明呪所獲

善男子，又比如南贍部洲所有的大河晝夜川流

的功德，我卻無法說盡其量。（用一劫的時間

不息，所謂恆河等的十條大河，每條大河又各

才能轉繞完一圈，這山週圍有多大，而且高九

有五千小河眷屬，晝夜流入大海。這些大河，

萬九千由旬，一由旬至少四十里，將近四百萬

我能數清其中有多少水滴，但是念一遍六字大

里的高度。然後用天衣來拂，天衣像輕紗那樣

明呪的功德，我卻無法算出它的數量。

薄、軟，拂一次能拂多少微塵？但只要一直堅
持下去，最後還是能拂盡無餘，而要說出念一

善男子，又比如四大部洲所有四足的有情，獅

遍觀音心呪的功德，卻無法計算其量。）

子、大象、駿馬、野牛、水牛、老虎、豺狼、
猴、鹿、羚羊、兔子等等，我能算出每個有情

善男子，又比如大海深有八萬四千由旬，穴口

的身毛數量，但念一遍六字大明呪的功德，我

廣闊無量，我能以一毛端沾一水滴，逐漸取出

卻無法計算。

水滴，最終讓海水窮盡，但這念一遍六字大明

呪的功德，我卻無法說盡它的數量。
善男子，又比如一片大屍利沙森林，我能一一
數盡每棵樹上葉子的數量，但念一遍六字大明
呪所獲得的功德，我卻無法說盡其量。」
（以上佛說了九個對比，這些對比在顯示什麽
呢？唯一顯示念一遍六字大明呪的功德不可計
量。
我們知道，無量有兩種，一是「有量的無量」，
二是「無量的無量」。什麽是「有量的無量」？
就是雖然是有限量，但量太大超出了一般人的
計算能力。比如大海中有多少沙子，用人腦、
用電腦無法算出它的量，但它畢竟是有限的，
只要一直算下去，最後會算到邊際，這叫「有
量的無量」。另一個「無量的無量」，就是本

下大雨，這所有的雨水滴數，我能計算，而念

身是無量的性質，再怎麽算，也算不到邊際，

一遍六字大明呪的功德數量比這還多。

所以無法用數字計算，佛也不可能違反規律，
用有量來數盡無量，所以佛說我無法說盡它的

善男子，又比如一俱胝數的如來聚集於一處，

數量。

對這所有的如來，經過天上一劫時間，以衣食、
臥具、湯藥等受用資具，種種都供養，這樣獲

以上總的要知道，誦一遍觀音心呪是一種無量

得的功德也無法衡量六字大明呪的功德數量。」

的功德。因爲持的是觀自在菩薩的微妙本心，
這無法以分別心衡量、以語言描述。這樣不可
思議的事，竟然落在我們身上，這是多大的福
份！我們應該無比歡喜、慶幸。我們不是只持
一遍，我們能天天持，不間斷地持，這有無上
的意義！）
蓮花上如來又這樣說：「善男子，又比如居住

佛告訴除蓋障菩薩：如果有人能常常受持六字

在四大部洲的男子、女人、童子、童女，全數

大明呪，正當他持誦時，有九十九恆河沙數如

證到七地菩薩地位，這些菩薩衆的所有功德和

來集會，又有等同微塵數的菩薩集會，還有

念一遍六字大明呪的功德沒有差異。

三十二天的天子衆都來集會。

善男子，又比如從這個世界的一年算起直到滿

又有四大天王在東南西北的四方護衛他，有無

足天上一劫的時間，在此期間，晝夜不停地降

數百千萬俱胝那庾多的龍王前來衛護，地中的

藥叉、虛空的諸神等也前來守護。

入諸方便三摩地、入諸法三摩地、觀莊嚴三摩
地、法車聲三摩地、遠離貪瞋癡三摩地、無邊

而且，觀自在菩薩身體毛孔中俱胝數的如來皆

際三摩地、六波羅蜜多門三摩地、持大妙高三

讚歎這位持明者說：善哉！善哉！善男子！你

摩地、救諸怖畏三摩地、現諸佛剎三摩地、觀

能獲得如此的如意摩尼寶，你的七代種族都將

察諸佛三摩地。像這樣，獲得一百零八種三摩

獲得解脫。善男子！這位持明者腹中所有的小

地。

蟲都獲得不退轉菩薩位。如果有人將這六字大
明呪戴於身上、頸上，那見到戴持者，就等於
見到金剛身，又等於見了舍利塔，又如同見了
如來，及見了具有一俱胝智慧的人。

對於千千萬萬嚮往極樂淨土的人來說，修持六
字大明呪能順利實現往生極樂的夢想。《具義

如果有人能依法念誦這六字大明陀羅尼，這位

索經》中說：若在旁生耳旁念誦六字大明呪，

持誦者獲得無有窮竭的辯才，獲得清淨的智慧

它們解脫惡趣之後，必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聚，獲得大慈悲，他每一天都得到具足六波羅

衆生聽聞六字大明呪，都必定會往生極樂，何

蜜多圓滿的功德。這位行者獲得天轉輪灌頂，

況自己精勤念誦，當然得到往生。《一百零八

他口中所出之氣觸到他人身上，所觸之人發起

名號經》說：「若誦嗡嘛呢唄彌吽，不墮三惡

慈心，遠離瞋心之毒，將獲得不退轉菩薩，很

趣，……命終時往生極樂剎土。」

快證得無上菩提。
西藏噶舉派有位大德

喬美仁波切，一生大

如果是一位戴持六字大明呪的人，用手接觸其

力弘揚觀音心呪，他引導衆生往生極樂世界，

他人的身體，被接觸者速得菩薩地位。這位戴

就是教人持六字大明呪，轉觀音轉經輪。最終

持者，凡是見他的男子、女人、童男、童女，

他帶著自己的母親、侍者、自己家的牛和狗，

乃至與人不同類的其他有情身，都快速得到菩

以肉身飛往極樂世界。

薩位。這樣的人永不再受生、老、病、死和愛
別離的苦痛，而獲得不可思議相應念誦。

以前印度有一位八十歲老人，念誦六字大明呪
一億多遍，現量成就壽自在持明。他在世間又
住世了三百年，然後肉身飛往極樂剎土。

真正如法地持誦觀音心呪，就是和觀音之心接
通，在呪力加持下，能迅速入定。不必另修其
他，以這一法就能成就甚深三摩地，但必須很

《蓮花藏經》中說：如果持誦觀音明呪，能得

「如法」才行。

到財富、糧食等受用，能避免遭遇怨敵、傳染
病、毒、兵器、監獄和非時橫死，而且能從中

佛在《大乘莊嚴寶王經》中說：若依法念誦六

得到解脫。

字大明陀羅尼，持誦者將會證得三摩地，所謂
持摩尼寶三摩地、廣博三摩地、清淨地獄旁生
三摩地、金剛甲胄三摩地、妙足平滿三摩地、

：

臺灣林振雄律師，1981 年 3 月，騎機車帶妻
子回永和，開到臺北環河東路四段的一個交叉
口上，突然有個年輕騎士飛快地沖過來，剛好
撞上，立刻人仰車翻，兩人都被撞得彈出去好
幾尺。
林律師被撞，心裏很清醒，他勉強掙著爬起來。
四肢麻痹，不能開口說話，他下意識感覺到死
亡就要降臨。忽然他想起觀世音菩薩的六字大
明呪，就默默地念起來。才念三遍，奇跡發生
了，四肢不僅不麻木，而且靈活起來，還可以
開口說話。他妻子當時只受一點擦傷。
我們遇到危難時，如果第一反應就念六字大明
呪，一定會得到神速感應。
《千手千眼經》說：如果飲食被人下毒，至心持
誦觀音心呪，受用這一食物反而成爲勝妙天食。

《十一面經》說：若持誦此呪，將被千眼觀照、
千手救護。若以六字大明呪加持水，凡是喝到
水的人，業障一定清淨。凡是聽聞此呪的人，
或者觸到風吹的呪聲的人也能清淨業障。
《六字明呪經》說：誰持呪或作意「嗡嘛呢唄
彌吽」，能免一切疾病損害，延年益壽、財富
增上，並能清淨一切業障，獲得解脫。
《自在輪經》說：如果每天堅持念誦一千八百
遍六字大明呪，能清淨一切罪業和障礙，並從
病、魔等違緣中解脫。
《蓮花冠續》中說：僅僅一次念誦、一次作意
或身體一觸「嗡嘛呢唄彌吽」，也能清淨五無
間罪、近五無間罪等的一切罪障，從三惡趣解
脫之後，不再受身語意三業的痛苦。而且，從
野獸、羅剎等的一切非人中解脫，也從一切疾

病和怖畏中解脫，親眼見到證悟法身後顯現的
色身聖尊。
《嘛呢全集》中說，持誦此明呪之王，能清淨
一切十不善業、五無間罪等等以身語意所造的
業障和習氣。又說，若持誦六字大明呪，別解
脫戒、菩薩戒、密乘戒的三種戒體，在自相續
中，未生起的能生起，已生起的能不受損害而
增上，已生起而受損害的能得以恢復，而且具
足三乘戒的一切功德。又說：持誦六字大明
呪，能清淨恢復自己所犯的密乘根本誓言和支
分誓言。

以前尼泊爾境內有一個妓女，她在告別過去的
罪業生涯之後，一心持誦六字大明呪，達到
一億多遍。以這個持呪的力量，現量成就至尊
度母的虹光身，顯的也是至尊度母之相，當時
其他人都能親眼見到。後來她依此身如雄鷹騰
空那樣飛往普陀山淨土。
還有一位藏地中部的獵人，一生造了大罪業，
爲了淨罪，他深深信仰觀世音，以至誠之心持
誦六字大明呪一億多遍，即生七次親見觀音本
尊。到他命終時顯現了彩虹，火化之後，骨塊
上現出三寸左右的觀音聖像。

《嘛呢全集》中說：持誦六字大明呪，能消除
四百零四種疾病，其中「嗡」字，能消除四大
共同引發的疾病；「嘛」字，能消除熱病；「呢」
字，能消除風病；「唄」字，能消除涎病；「彌」
字能消除寒病；「吽」字，能消除膽病。如是
能遣除一切疾病。

民國聶雲臺居士的妹妹，耳下長了一顆小瘤。
聶雲臺和妹妹去找白尊者喇嘛。尊者教她念六
字大明呪，並說：「持呪久了，瘤應當會消，
只是下巴有腫塊，是大毒，應當會潰裂。持呪
可以痊癒的，你不要怕。」
他妹妹回家去看西醫，醫生說是多頭疔、最毒，
厲害的會死亡。去看中醫，說是虎須疔，是重
症。她心裏很慌，專心地持呪三天，疔就潰裂，
出來好幾顆疔頭。隔一天就能起床出門，而且
患部癒合得很好。四天就解除了重症，不能說
不是呪力加持。
還有一位于壽平先生，身體中風。他兒子去求
白尊者，尊者也是傳他六字明，教他和家人一
起念。幾個月就能言語、行動，後來能夠出門。
（《新譯觀音靈感錄》）
江西永修縣田素英的兒子楊峰，1984 年開始
生病，到很多醫院醫治都不見有好轉。後來一
個好心人告訴田素英：要多做好事，叫楊峰天
天念六字大明呪。他才念一個多月，基本上病
全好了。（1997 年 11 月 江西永修田素英）

佛在《大乘莊嚴寶王經》中說：若有人書寫此
六字大明陀羅尼，與書寫八萬四千法藏平等無
異。若有人以天金寶塑造微塵數的佛像，造像
完畢在一天慶讚供養，這樣所獲的果報不如書
寫六字大明呪中一字的果報功德。
願消三障諸煩惱
普願罪障悉消除

願得智慧真明瞭
世世常行菩薩道

註：轉載自顯密佛網

印光大師教言選講
■ 智廣阿闍梨

在家居士的修行方法和出家人很多方面是不一
樣的。印祖在一生當中一直在教誨以在家居士

復某居士書

爲主的很多有緣的弟子。這段是印祖給一位居
士寫的信。

人生世間，數十年光陰，瞬息即過。若
或虛度，則欲再得此光陰，決無可得之
時。人之成敗，全在幼時。幼時若已空
過，若至二十歲時，已經失其機會。汝
父母俱以餘爲師。餘於汝，頗存希望成
一 真 正 淳 善 之 器， 以 慰 汝 父 母 愛 汝 之
心。汝宜立大志向，學做好人。切不可
隨順惡少，胡作非爲。凡行一事，說一
話，必須要於己於人有益。汝現在已成
人娶妻矣。不一二年即爲人父矣。汝若
無真正志向，則將來汝之兒女，便學汝
之隨順庸流，無所成就矣。父母者，兒
女之模範也。譬如鑄器，模範不好，決
不能令所鑄之器好。人雖至愚，決無不
願兒女好者。不知兒女之好否，當在自
己心行中求。況汝生於富貴，了未受過
艱苦。須知汝之安樂，過上二十年，乃
汝父之力之所加被耳。倘汝不立志，汝
父在則猶可依靠。然已六十多矣，斷不
能照應汝一生。此時不立志，汝父若一
去世，汝一事不能爲。將有傾家破產，
不免饑寒之憂。到此縱能知悔，已經來
不及了。汝宜每日將太上感應篇，文昌
陰騭文，關帝覺世真經，日讀三五遍，
至少須一遍。亦令汝妻日日讀之，自可
知爲人之道理。既知爲人之道理，則便
可繼汝父之家風。凡一切人皆欽仰汝，
以爲汝父素好善，故有此令郎。此其榮
爲何如也。光宗耀祖，成家立業，只在
能 立 志 學 好 而 已。 豈 有 甚 麽 難 行 難 做
處。祈詳審思之。 （民十八十一月十六
日） （《印光法師文鈔》六·三編下《復
某居士書》）

人生在世，數十年時光，一眨眼就過去了。如
果虛度了，要想再得到，絕沒有可得到的時候
了。
這就是我們講的「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大
家都學過「暇滿難得」 「壽命無常」。真正
要得到這個人身是非常困難的，但失去這個人
身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我們失去人身要想再得
到，那比登天還難，這句話是講暇滿難得、壽
命無常的道理。我們得到這個暇滿人身就這麽
一回，極難有第二回。這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都已經得到了無比珍貴的暇滿人身，但是
我們有誰真正已經明白暇滿人身的珍貴而非常
珍惜？從而把所有的暇滿人身都用在修行成
佛、度化衆生上面？我們可能大部分的時間裏
都在散亂，甚至還在造惡業。這樣就非常對不
起我們的暇滿人身。
我們得到暇滿人身後最重要的是什麽？決不能
用這個珍寶人身去造惡業，決不能浪費這個珍
寶人身去做沒有意義的事情。一定要利用這個
珍寶人身去做最有意義的事情

成佛和度化

衆生。如果沒有這樣做，那就浪費了珍寶人
身，浪費了人生珍貴的光陰。

一個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生當中會有什麽樣

的結果，都是靠小時候的教育。

印祖說，你的父母都是我的弟子，我對你也心
存希望，希望你能成爲淳善之器。就是你要有
個賢良的人格，成爲法器，成爲很好的聖賢，
來報答你父母對你的這份愛心。

小時候如果已經虛度光陰，到二十歲時，已經

這就是要我們行孝道，要報父母恩。我們做任

失去機會。

何的事情不僅僅是我想做什麽就做什麽，非常
重要的一條是我們是否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

印祖非常重視幼時的教育。小時候的教育是非

如果我們對不起自己的父母親，那就是忤逆不

常重要的，現在很多同學是成年以後才跟我們

孝。如果我們做事情時時刻刻想著要報答父母

一起學傳統文化。有的學了很久，《弟子規》

親的恩德，要養父母之身，養父母之心，養父

還是做不到，賢良的人格還是很難具備，這就

母之志，要實現父母對我們正確的期望，這樣

是印祖講的「若至二十歲時，已經失其機會」。

我們就會成爲聖賢。

小時候養成的惡習，大了很難改正。俗話說：
「三歲看到老。」已經養成的習慣是很難改變的。
讓孩子從小就接受很好的教育，接受傳統文化
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印祖的教誨。這封

你應該樹立遠大志向，學做好人，千萬不可親

信他是寫給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居士的，所以苦

近隨順狐朋狗友，胡作非爲。

口婆心地勸他要珍惜時間，不要浪費光陰，否
則二十歲以後就失去機會了。那是不是二十歲

印祖說首先是立志。學貴立志，讀書志在聖

以後才學習就一點機會都沒有了呢？應該也不

賢。就像我們學佛，首先是發菩提心，也是一

是這樣的，只要我們知道修行的重要性，知道

種立志。所謂的大志向從佛法角度來講就是菩

什麽是正確的，什麽是不正確的，最起碼我們

提心，從儒家角度講就是「爲往聖繼絕學，爲

可以朝好的方向發展，雖然錯過了小時候最好

萬世開太平」。

的最重要的教育時機，但是我們還是有機會
的。只是現在要改比較不容易，需要下更大的

爲什麽人做不好？是因爲沒有好的志向。發心

決心和更大的功夫。佛法裏面有很多殊勝的方

是錯誤的，當然後面的就全部錯了。只有發心

法，尤其是金剛乘的一些教法，可以強有力地

是正確的，才能保證後面的道路是正確的。立

迅速地淨除惡業，積累福報，改變命運，改變

志極爲重要，立志以後就要踏踏實實學做好

習氣。所以還是有很多成年以後跟隨我們學習

人。

的道友改變了命運，在培養賢良的人格方面不
斷進步。

怎麽學做好人？不能夠親近隨順狐朋狗友，胡
作非爲。 《吉祥經》裏第一句話就是「勿近
愚癡人，應與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爲最吉
祥」，就是這個道理。

女就會學你的樣子，隨順庸流，沒有什麽成就。
這就是行事說話的原則。我們不管做任何事，

我們做父母的爲什麽要好好學？不僅僅是爲了

說任何話，首先要想對自己、對別人有沒有利

自己，還要爲了孩子，爲了子孫萬代。一個人

益。如果沒有利益，絕對不能做、不能講；如

如果知道孝道，上要報父母之恩，養父母之

果有利益，才能做、才能講。這就是行事和說

志；下要傳承中華文化，讓子孫都能賢良。如

話的原則

果有這樣的心，我們自然而然會好好學習，力

必須利人利己。

行聖賢之道。如果上沒有報父母之恩、養父母
之志的心，下沒有令兒女成聖成賢的心，我們
自己一定不會好好做，不會好好學，不會好好
力行，那我們這輩子就報廢了。
印祖告訴他，你現在已經成家了，未來會爲人
父。現在不好好立志，不好好學習，未來你的兒

父母就是子女的模範，模範就是模子。就像要
鑄造一個器皿。模子不好，鑄出來的東西就不
好；模子好，鑄出來的東西才能好。

何況你生在富貴家，從未受過艱苦。這位居士
出生在富貴人家，家境應當是比較不錯的。就

印祖這裏強調了父母作爲第一任老師，是子女

像現在很多孩子，也是父母親都已經建立了一

的榜樣，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父母要

定的基業。

做好榜樣，修好自己，言傳身教，正己化人。
但是從根本上來講，孩子未來會怎樣，不是由
父母決定的，而是由他自己的業力決定的，他
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緣決定的，父母只是一個外
在的條件，一個助緣。所以我們最好能夠用佛
法來改變孩子的業力，引導他從小修學佛法，
就可以清淨業障，積累資糧，父母也可以在這
方面輔助孩子，念經修法回向給他，這些對他

要知道你的安樂日子能過上二十年是靠你父親

的命運其實是最關鍵的。

的積累。你如果不立志，父親在還可以依靠，
但他已經六十多歲了，絕不可能照顧你一輩
子。現在不立志，你父親如果一去世，你什麽
事也不能做，將會有傾家破產，難免饑寒的憂

再愚癡的父母親也一定希望自己的兒女好。所

患。到那時縱然能知道悔悟，已經來不及了。

有的父母親都是一樣的。
這位年輕居士的父輩看起來還是比較有福報，
給他留下了一些受用，他就像我們現在的官二
代、富二代。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們今天一
很多做父母的都不知道，其實兒女好不好，首

切的受用都是享福消福，所以要非常地警醒。

先是我們做父母的自己要修心修行。你一味地

如果我們自己不好好立志，不好好種種子，福

想要管教和改變你的孩子，不如反求諸己、修

享完了以後就可能會「傾家破產，不免饑寒之

好自己。所謂身教者從，父母要給孩子做一個

憂」。任何人和事都是不能長久依靠的，因爲

良好的榜樣和模範。父母作爲孩子生命中很重

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的。我們一定要懂得立

要的助緣，對孩子還是有很強大的影響力的。

志、懂得種福報，這樣未來無論有什麽變化，
我們都過得去。如果我們覺得在大樹底下好乘

而且我們也要知道我們的世界都是自己內心的

涼，就不好好用功，那麽等福報享盡了以後就

投射，包括我們看到孩子是好還是不好。如果

要面對痛苦了。這一點印祖說得很清楚，自己

我們內心都是以聖賢之心爲己心，以佛菩薩之

一定要好好立志，好好懺罪積資，這是極爲重

心爲己心，行爲都是以聖賢之行爲己行，以佛

要的。

菩薩之行爲己行，我們一定會看到一個越來越
好的世界，一定會看到兒女越來越好。

既然知道了做人的道理，你就可以繼承你父親
的家風。
印祖教導他立志怎麽立？具體行爲怎麽做呢？
要兩夫妻一起讀聖賢書。讀什麽聖賢書？印祖
推薦《太上感應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文
昌帝君陰騭文》三本書，要每天讀三五遍，至

。

少要一遍。爲什麽？我們人比較健忘，現在的
人更健忘，比民國時候的人更健忘，所以讀的

你如果好好做就可以繼承父親的家風，所有人

遍數應該更多。

都會欽佩景仰你。認爲是你父親一向好善行，
所以有這樣的好孩子。這個榮耀什麽能比呢？
既光宗耀祖，又爲自己的孩子作了好榜樣。光
宗耀祖、成家立業在哪裏？四個字

「立志

這三篇並不是大經大論，都是講怎麽做人的道

學好」。第一就是立大志，第二就是學做好人。

理。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做不好。做人怎麽

哪裏有什麽難行難做的地方？請好好想想吧。

做？就是按照這三本書去做。
這是印祖對一位居士的開示。這篇短文非常實
在，沒有一句花言巧語，沒有一句無用的話。
我們很多在家居士、道友的志向是非常好的，
希望大徹大悟，虹身成就。這當然是非常殊勝
的。但是從哪裏開始做起呢？要從這封信開始
做起，如果這封信裏的教言都做不到，以後虹
身可能很難成就，地獄身可能會成就。
有些道友發心是很大的，但要從這些基礎做
起。這封信非常殊勝，希望大家把《太上感應
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文昌帝君陰騭文》
一定要作爲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來學習。不是我
們學過了，是要做到才可以。如果沒有做到，
我們每天還得要好好地讀誦，好好地學習，直
到能夠做到爲止。這也是印祖的教誨。

（未完待續）

上期《財神祕笈》連載一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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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到「淨除業障就
能歲歲平安，積累資糧就能年年如意」。這些就是送窮鬼、迎財神，
以及獲得平安如意的正確姿勢啦！
雖然知道了方法，不懂技術的人卻也比比皆是，所以這正確姿勢總
也做不到位啊！比如你想吃西瓜，當然知道要種下西瓜的種子才可
以收獲西瓜。可惜的是，如果不知道怎麽種，什麽時間種下去，什
麽樣的環境會讓西瓜長得更好更甜，那估計也很難種出好西瓜。
也就是說，還是有很多人不會分解動作。這連載二就搬來智廣阿闍
梨對送窮鬼、迎財神正確姿勢的技術指導，通過動作分解，希望您
能快速找到突破口下手。

我們如果能夠對敬田、恩田和悲田這三種對象
經常作供養和布施的話，福德的增長會無比地
話說懺悔業障、樂善好施都是在種歲歲平安、

迅猛，我們做任何的事情都會吉祥如意。

年年有餘的種子，可這種子種到哪裏是有講究
的。種對了地方，收益比才能高啊！
選好付出的對象固然很重要，但還有更重要
的，那就是

付出時的心態。

佛經中，把三種最殊勝的布施對象比作最肥沃
的福田，我們要儘量在這三種福田上種種子，
去幫助別人，福報才能增長得迅速。

在春節，我們是有很多很多的福田可以種的，
但是我們不要只是爲了自己的福報而去付出，

第一種是敬田：指佛法僧三寶，也包括所有的

而是要真正以恭敬心、感恩心和慈悲心去對待

古聖先賢。這些都是我們最徝得尊重的對象，

他們。以恭敬感恩的心態去供養佛法僧三寶，

他們的恩澤普被一切衆生，拔苦予樂，賜予福

以知恩報恩的心態去承事父母恩師，以慈愛悲

祉，是一切衆生恭敬、禮拜、供養的對象。我

憫的心態去關懷疾苦受難之人。這樣的話，就

們可以通過印經書、建寺院、造佛像、齋僧、

可以快速得到無量無邊的福報。如果我們內心

供燈等行爲來供養佛法僧。當然，必須是正法

當中時時刻刻懂得知恩、感恩、報恩，時時刻

的道場，我們才會支持。

刻培養和行持慈悲心，我們的福報一定會源源
不斷。

第二種是恩田：自己的父母、善知識都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恩田。因爲他們直接給了我們生命

當然，更高級的心態還有菩提心，這個需要不

和智慧，是我們生命和慧命的源頭。我們對自

斷練習，初級 1.0 版的技術，大家能做到上面

己的父母親，對所有的善知識，特別是對向我

這些就很好了。

們講授佛法的善知識，都要儘量地去承事，去
供養。我們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報。
第三種是悲田：悲田就是正在遭受痛苦的衆

正所謂：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

生，最需要我們去悲憫和幫助的衆生。比如

前面的動作、心態都調整好了，那還有一個很

說，天災人禍中的受難衆生、饑寒交迫的苦難

關鍵的問題：這身不由「心」啊！索取了那麽

衆生、遭受殺戮的悲慘衆生等等，都是需要我

久，要付出可不容易；貪心了那麽久，要慷慨

們去關愛和幫助的對象。過年可以多去看看那

也真是不容易。這身口意還不能協調一致，很

些沒人照顧的老人，還有一些經受病痛的病

難受啊！想做也做不自然，怎麽辦？

人，他們都非常地可憐。對他們供養、布施，
安慰這些痛苦的衆生，給他們幫助，儘量地使

別急，知道您和我有一樣難以突破的瓶頸，來

他們開心。

看，智廣阿闍梨的開示裏有妙招，那就是

明理！自然就會「信深願切、知行合一」。

傳統的智慧中非常重視福報，一個人如果福報不夠，做什麽事情都
不會成功。我們想要的一切如意都離不開我們的福報。從出世間法
的修行證悟來說，福報也是一個先決要素。如果沒有福報的累積，
開智慧也是非常渺茫的事情。在《金光明經》中說：「福資糧圓滿，
生起智資糧。」
大家所熟知的大乘菩薩的六度，布施度爲第一，其密意就是如果沒
有布施而累積的福報，則後面五度都無法達成，由最初的布施度，
而能引發後面的五度。俗語說「一福壓百禍」 「吉人天相」 「福
人居福地」等，其實都顯示了一個人福報如果足夠大，那他就能消
除很多災難、障礙，並且總是能心想事成。
而「福報」來自哪裏呢？其實福報的種子，就是你做的那些「正確
動作」。種子小小，結果大大，和自然規律完全一樣。

藉由供養和布施，我們將得到功德，積累無量的福報。而當我們行

持布施時，也正是在修持慈悲與不執著。「布

自己福報卡裏的數字會刷刷直綫飄紅。哈哈！

施」就是一劑針對「貪心」的良藥。常作布施，

這樣就會做得比較自然和迫切了吧？

就能慢慢減少得失之心，就能免於貪執對自心
的折磨。布施可以破除內心的慳貪和吝嗇，不

當然，技術篇有 1.0 就會有 2.0，後續還有財

僅能獲得不貪所帶來的吉祥和自在，而且會親

富火箭加速法，各路財神將一一登場。

身感受到越布施越富足的真實果報。「福報」
就像我們銀行卡裏的錢，作供養布施就是存

人生如戲，全靠演技。要想演得好，一定要請

錢，爲自己消費就是付錢，如果你這個福報卡

位有緣財神與您人生相伴啊！

裏沒有錢，你怎麽可能「消費」得起呢？
雖然「福報」主宰了我們一生乃至來生的沉浮，
但卻有個小確幸，那就是它不是定數，幸好，
我們還有很多充值的方法和機會。
所以，下次做正確動作時，要想著「予非失，
乃存也」，或者「捨一得萬」。有這種「知行
不一」糾結症的，更要想著這一個動作下去，

重頭戲終於登場啦！會姿勢、懂原理、心態正，固然可以積累福
報，兌現財富，但要想「火箭速度」地增上財富，我們必須借助「高
科技」。
借用愛因斯坦自傳中的原話：「如果有一個能夠應付現代科學需求，
又能與科學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所以今天爲您介紹
的，就是用各種「科學」的佛教方法極速推進財富累積的竅訣。
下面我們就先來領略下各「財神」的風采吧：

首先爲大家最熟悉的武財神正正名。

大家都以爲對著關帝燒香、禮拜就是修武財神法，財神就會保佑您
了，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在《關聖帝君覺世真經》裏，武財神自己
說得好：「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看來如果想修武財神法，一定要去找這篇帝君的教言好好惡補一
下，因爲帝君還說了「若負吾教，請試吾刀」……您可千萬別修錯
了！

缺財寶、缺正念、缺名聞、缺健康、缺多聞、缺慧舍、缺妙定、缺

安忍、缺方便、缺喜樂……總之覺得自己事事
不如意、樣樣不如人的，什麽都缺的，您有福
了，掌管大福報的地藏菩薩，如果想全面「增」
上各種福報，這可是您不二的選擇。

我們每年修的《淨障積資千供儀軌》裏面的幾
位大財神，其中就有地藏王菩薩。地藏王菩薩
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財神。如果我們能夠經常
祈禱地藏王菩薩，念誦地藏王菩薩的名號和長
呪，我們就可以獲得很大的福報。在《地藏讚》
裏說：「……三地滿願猶如如意寶，十地自在
尊前敬禮讚。……文殊普賢彌勒觀自在，此等
殊勝佛子大菩薩，衆多劫中供養並祈禱，佛說
不如須臾憶念您……」
看來佛陀都親自證明：在「全面增上福報」這
個專業上，衆多劫中供養祈禱文殊、觀世音等
大菩薩，都不如「須臾憶念」一下地藏菩薩來
得快啊！

在紅塵中暫時牽掛比較多的，放不下無謂玩
耍、喝酒吃肉的；或者說是無力在薄福中「雄
起」的，也有位大「財神」念念不忘地惦記著
您啊！

准提佛母非常慈悲，特別適合末法時代的薄福
衆生修持。准提法門禁忌比較少、顯密融通、
簡單易行、淨業強烈、積福迅猛，且令善根迅
速成熟。
也特別適合那些對佛法有興趣多年卻無緣深
入，或明白佛理卻總是難以修起的道友來修
持。龍樹菩薩曾讚歎：「准提功德聚，寂靜心
常誦，一切諸大難，無能侵是人，天上及人

間，受福如佛等，遇此如意珠，定獲無等等。」
要是您以爲這是低級修法，那就錯了，准提法
門的殊勝， 「受福與佛等！」

厲害了，

我的佛！這是一個什麽概念？還是您自己琢磨
琢磨吧……

這位就是近年來風靡全球的「黃財神」，五姓
財神的總集。這位財神正宗冠著「財神」的名，
修法也威力巨大。

黃財神自己曾發願：「庇護所有貧苦衆生，令
他們在修行途中不因資糧匱乏而退失菩提心，
幫助一切有情。」也就是說，修持黃財神法門，
需發無上菩提心，勤行布施，行善止惡，這樣
的正信修行者，才能得到黃財神的護佑，令其
財富具足。
看來這位財神原則性極強。如果逆其嗜好而求
其利，恐怕是竹籃打水

一場空啊！

大黑天梵文稱瑪哈嘎啦，是密宗修法裏非常威
猛的一位護法。示現的形象比較多，在真言密
教中被認爲是大日如來的化身；在藏密被認爲
是觀音的化身；在雲南，被稱爲「護國神」，
廣受信仰。

此法號稱「千金莫傳」之法，一般情況，不是
入室弟子不得傳與。宜祕密供養、修持，則其
加持迅速，日夜不斷。《佛說摩訶迦羅大黑天
神大福德自在圓滿菩薩陀羅尼經》中說：「若
未來惡世中，有諸貧窮人，聞此陀羅尼名者，
當知是人，降大摩尼寶珠，湧出無量珍寶。」

而且大黑天之眷屬八万四千福德神各「每日供
養一千人」。
吃貨的福音， 開餐廳的必請， 這位「戰神」
「廚神」 「財神」三功德合一的大黑天可是
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福神！

如果您有財物損害嚴重的困境、遭遇欠帳不還
的尷尬，那必須要請這位佛菩薩幫助了：資產
管理和帳務催收的高手

摩利支天（又稱具

光佛母）。

修摩利支天，不但可以增長財富、守護財物不
受損失，還可以將別人欠你的要回來。 《佛
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中說：「無人能見
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捉我。無人能害我。
無人能欺誑我。無人能縛我。無人能債我財
物。無人能責罰我。亦不爲怨家能得我便。此
呪有大神力。所作成就。破一切惡。」
照最近兩年的社會現狀，這位佛菩薩可是要火
的節奏啊……

考慮到還有很多猶豫不決，身處「選擇困難症
候群」的盆友們，最後只能推出這高手中的高
手了。
也難怪，別的都是一位，這最後出場的，是一
組合，看來果然人多力量大啊！據說這組合一
出場，從世間到出世間，那是一路開掛的節奏
啊！可以在富足快樂中直接通關到彼岸。
：
藥師法門特別適合末法時代衆生的修持。因爲

藥師七佛的大願可令我們「不離欲鉤，而成佛

的推動之下來感受因果的。

智；處於順境，不致淪胥」。
《大寶積經》云：「吾不捨財，財將捨我，我
《藥師七佛經》中說：「無須忙碌，衣食財寶，

今當捨，令作堅財。」這「堅財」就是福報，

受用無盡」；「任何衆生吝嗇等煩惱深重」者，

無論對於世間的成功和幸福，還是對於出世間

甚至「取不善業道，趨向三惡趣」者，只是聽

的證悟和成就，積累福報都是至關重要的。

此七佛名號就可以獲得「正見及無貪等殊勝功
德，悟入如來教，直至獲得無上菩提之間」；

《維摩詰經》說：
「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

「不會遭遇違緣和魔障，擺脫一切痛苦，將現

佛教裏的這些財神法、增益法，都是能讓我們

前世間出世間的一切功德」。

獲得世間財富、幸福、成功的同時，還能使我
們福慧圓滿，解脫成佛。

修藥師七佛，簡單易行，《藥師七佛經》中有
明確的修持方法：「受持此佛名號……」

從最基礎的做起，那就是要懷著慈悲心勤行布
施。

看來，無論您是顏控、錢控、美物控，還是 K
歌控；無論您是吃貨、懶貨、窮貨，還是拖延

希望大家在諸佛菩薩面前好好地作供養，好好

症、選擇困難症、強迫症、甚至憂鬱症，都可

多念諸佛菩薩的名號。衷心希望大家早日福德

以考慮從這個「萬控」的「財神法」修起。用

圓滿！

阿闍梨的話說，修這個「財神法」，可以實現
「活得好，死得好」。

讓我們一起好好踐行這些教法吧！

在您選好「對路子」的「財神法」開修之前，

虔心唸誦以下名號，將獲得無量加持！請多多

一定要先來看看阿闍梨的苦口忠言：

唸誦，自求多福。
南無善名稱吉祥王如來

佛的名號和經典不需要口傳也可以念誦，當然

南無寶月智嚴光音自在王如來

有傳承會更好。進一步的「財神」修法是需要

南無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

具德阿闍梨的口傳心授的，特別是密法當中，

南無無憂最勝吉祥如來

非常注重傳承上師的口傳和口訣，所以找到具

南無法海雷音如來

有清淨傳承的上師很重要。

南無法海勝慧遊戲神通如來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你有多少財富，有什麽樣的心智，遇到什麽樣

南無地藏王菩薩

的老師，對於殊勝教法能不能信受奉行，修之
能不能相應，多久才能成就，這些都是你自己

當然，按照慣例，重要的事情還是要說三遍：

的福德善根決定的。

福報爲王，種子最大！
福報爲王，種子最大！

福德之重要遠遠超過很多人的想像，可以說
「福報爲王，種子最大」，我們完全是在福德

福報爲王，種子最大！

聽智廣阿闍梨教你如何簡單迅速積福

佛誕日是佛教四衆弟子紀念本師釋迦牟尼佛誕
生的日子，又稱爲佛誕節、浴佛節。一乘顯密
佛教中心在漢傳佛教傳統的佛誕日（四月初八）

據《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記載，釋迦牟尼佛

這一天，在京都一乘別院舉辦了浴佛法會；接

於兩千五百多年前降生於迦毘羅衛國藍毘尼

下來，在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傳統的佛誕日

園，是釋迦族的一位太子，後因目睹衆生生老

（四月十五）這一天，在文殊智慧勇士學修營

病死的痛苦而決意出家修道，於印度金剛座菩

中，又一次舉辦浴佛法會，來共同慶祝這一殊

提樹下證悟成佛。

勝的世界佛陀日。
根據《法華經》的記載，釋迦牟尼佛其實久遠
在這兩次浴佛法會上，智廣阿闍梨都作了精彩

劫來早已成佛。他到娑婆世界來，其實是一種

開示，不僅讓我們瞭解到浴佛的殊勝功德，更

示現。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給大家作一

欣喜地發現，原來浴佛不只是在浴佛節可以

個示範：怎麽從痛苦當中解脫出來成爲一個覺

做，這麽殊勝的功德，我們天天都可以做！

悟者。

釋迦牟尼佛降生後，拉開了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弘法利生的一個新的序幕，從此以後，佛法的
光芒再次遍照娑婆世界。佛經裏講，如果佛陀
不出世的話，我們這個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因
爲我們每個人都無法消除內心的無明和痛苦。
只有佛陀降生後，示現成佛，然後傳授佛法，
把覺悟的方法傳授下來，無數的衆生才得以依
靠佛法破迷開悟，離苦得樂，解脫成佛。所以
佛陀降生的意義非常重大。

一般人都知道在佛誕日這天要浴佛，但其實
呢，在《浴佛功德經》裏講，我們平時就要浴
佛。浴佛是一種修行的方法，最好是每天都浴
佛。
根據經典，佛陀出生的時候確實有「九龍浴
佛」，當然也有說是一條龍的、兩條龍的，不
同的經典裏有不同的說法。據《佛說普曜經》

中沒有提到佛陀出生的事情，而且經中的浴佛

記載，佛陀從母親右脅降生後，走了七步，然

偈也說「我今灌沐諸如來」，就是說所有的佛

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爲天

像都是可以浴的。所以佛經裏面其實是在傳授

人尊。」 （《佛說長阿含經》 《太子瑞應本

我們一種浴佛的修行方法。

起經》皆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這
時，天帝釋梵都來用香水洗浴佛陀，空中還有

在日本很多寺院都有浴佛，院子裏經常會有一

九條龍也口吐香水洗浴聖尊。

排各種各樣的佛，有大日如來、藥師佛、釋迦
牟尼佛、不動明王、地藏菩薩、虛空藏菩薩、

現在浴佛節普遍用佛陀誕生時的太子像，我想

文殊菩薩等等。我覺得日本寺院這樣設計是有

是專門爲了紀念佛陀聖誕吧。不過，在《浴佛

經典根據的，就是一切佛都可以浴，任何時候

功德經》和《浴像功德經》裏並沒有說在佛陀

都可以浴。而且我覺得浴不同的佛，應該也有

誕生的特定日子裏才浴佛，而是將浴佛浴像作

不同的緣起吧。比如，想要開智慧，就多浴浴

爲一種修行的方法傳授給大家。而且經中也沒

文殊菩薩；想要發財，就多浴浴地藏王菩薩、

有強調要浴釋迦牟尼佛，並沒有說浴佛只是給

虛空藏菩薩等等。

佛陀的太子像灌沐。
我們看到，在《浴佛功德經》或《浴像功德經》

有什麽彎彎曲曲的。我們講有些人「心不好」，
就是指他的心彎彎曲曲的，有很多不好的念
頭。
第四，親近善友。
在唐三藏法師釋義淨翻譯的《浴佛功德經》中

能夠親近善知識。如果浴佛的話，我們未來就

專門講了浴佛這個修行方法，經中佛陀講述了

可以值遇善知識，得到善知識的教導。

浴佛的十五種功德。如果我們能夠以清淨的發
心來浴佛的話，就可以得到十五種功德。

第五，入無漏慧。

第一，常有慚愧。

無漏慧就是解脫的智慧。 「漏」是煩惱的意
思， 「無漏 」就是沒有煩惱。浴佛就可以得

有七種財富是聖者最重視的，能爲我們帶來生

到解脫煩惱的智慧。

生世世的快樂，其中就包括知慚財和有愧財。
「知慚」就是對自己身口意惡行的自責， 「有

第六，常見諸佛。

愧」就是認識到自己的惡行傷害他人而深感愧
對。人有慚愧心很重要。如果一個人無慚無

可以常常見到諸佛菩薩。如果我們能夠經常見

愧，那他不可能成爲一個好人，更不可能成爲

到諸佛菩薩，那我們就離解脫不遠了，這也是

一個快樂的人，所以一個人能夠生起慚愧心其

非常大的功德。

實是非常可貴的。如果我們以清淨心浴佛，就
可以得到「常有慚愧」的功德，就會擁有聖者

第七，恆持正法。

七財中的兩個了。
能夠常常受持正法。
第二，發淨信心。
第八，能如說行。
浴佛能夠讓人產生清淨的信心。 《大方廣佛
華嚴經》裏面講：「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

能夠按照佛陀的教言去實踐、去落實力行。

切諸善法。」所有的功德從哪裏來呢？從信心
裏面來。如果我們沒有信心，那麽佛的加持就

第九，隨意當生淨佛國土。

沒有辦法融入到我們的心中；如果我們有信
心，諸佛菩薩的加持就會融入心中，我們就可

如果我們浴過佛的話，臨命終時，就可以超越

以得到覺悟和快樂。

輪迴，根據我們的意願往生到任何一尊佛陀的
淨土，永遠解脫輪迴。

第三，其心質直。
第十，若生人中，大姓尊貴，人所敬奉，生歡
意思是我們的心會變得非常地純淨和正直，沒

喜心。

如果你又迴到人間的話，你不會投生在一個貧

西，妖魔鬼怪也是很多，但是如果我們皈依三

困的家庭裏面，而是會投生在一個種姓高貴的

寶，能夠浴佛的話，就可以避免妖魔鬼怪的損

家庭裏面，也就是貴族，然後「人所敬奉」，

惱。

大家都會敬奉你，喜歡你。
第十三，能於末世護持正法。
第十一，生在人中，自然念佛。
能夠在末法時代護持正法。現在已經是末法時
你看有些小孩子生下來就很不一樣，看到佛像

代了，大家在現場聽法，包括網上聽法，都是

就會禮拜。我們念佛，他也會跟著一起念，這

在末法時代護持正法，所以看樣子你們以前都

就是他過去生中種過善根，浴過佛，所以就會

浴過佛了，不過我們還是要繼續浴佛，浴得越

「生在人中，自然念佛 」，這也是很殊勝的

多越好。

功德。
第十四，十方諸佛之所加護。
第十二，諸魔軍衆不能損惱。
如果浴佛，十方的一切諸佛都會加持、護佑我
如果我們浴佛的話，所有的魔都沒有辦法來干
擾我們。我們這個世界上也有很多不好的東

們。

第十五，速得成就，五分法身。

你內心當中有很好的願望沒有實現的話，浴佛
就可以幫助你實現願望。

浴佛可以讓你迅速證得佛陀五分法身的果位，
非常地殊勝。

第四，親友眷屬悉皆安隱。

佛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種功

我們的親友眷屬，有的時候可能不是那麽和

德法，成就其身，叫做五分法身。

諧，可能會有矛盾，經常吵架，這些都是我們
過去的業力。怎麽辦呢？如果我們有機會浴

（1）如來身口意三業，離一切過失，謂戒法

佛，就可以使親眷和諧，而且親友眷屬都會安

身；

穩快樂。

（2）如來真心寂滅，離一切妄念，謂定法身；
（3）如來真智圓明，通達諸法的性相，謂慧

第五，長辭八難。

法身；
（4）如來的身心，解脫一切繫縛，謂解脫法

各種各樣的災難，通過我們浴佛就可以消除

身；

掉。

（5）如來具有瞭知自己實已解脫的知見，謂
解脫知見法身。

第六，永出苦源。
浴佛會讓我們永遠消除痛苦的根源。

《浴佛功德經》中還講到浴佛有另外八大功

第七，不受女身。

德，跟前面所說的十五種功德互相補充。那麽
這八大功德是什麽呢？

未來生中不會再生爲女人。

第一，現受富樂。

第八，速成正覺。

現世當中你就可以得到富足、安樂。特別是有

可以快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些人比較貧窮的話，那就要多浴佛，未來就會
富足、安樂。
第二，無病延年。

《浴佛功德經》中還說：「我般涅槃後。能供
養舍利。或造窣睹波。及以如來像。於彼像塔

如果你身體不好，也要多浴佛，這樣的話就可

處。塗拭曼荼羅。以種種香華。散佈於其上。

以沒有疾病，延長壽命。

以淨妙香水。灌沐於像身。上味諸飲食。盡持
以供養。讚歎如來德。無量難思議。方便智神

第三，於所願求無不遂意。

通。速至於彼岸。獲得金剛身。具三十二相。
八十隨形好。濟度諸群生。」

佛陀說浴佛不是一般的法門，是可以讓我們速

很多密宗的經典，其中就包括《浴像功德經》。

至彼岸、成就佛身、救度衆生的超勝法門。
據《宋高僧傳•唐洛京天竺寺寶思惟傳》中記
《佛說灌洗佛形像經》中說：「諸善男子善女

載，譯師寶思惟「每於晨朝磨香爲水。塗浴佛

人。於佛滅後當至心念佛無量功德之力。浴佛

像後方飲食。從始洎終此爲恆業 」。

形像如佛在時。得福無量不可稱數。」 「善
若以香花雜物浴佛形像者所願皆得。諸天龍神

寶思惟譯師每天早上都要先把香磨成粉，泡在

常隨擁護皆當證明。」

水裏，用這個香水來浴佛，浴佛完畢才去吃早
飯。而且他每天都要修這個法，一直到臨終爲

浴佛得到的福報不可限量，按照經典的說法是

止，說明浴佛是他每天必修的一個早課。

「得福無量 」 「所願皆得」，而且會有龍天
護法「常隨擁護」，這是多麽殊勝啊！

你看這位譯師，他自己翻譯這部經典，就知道
浴佛的功德很大，所以每天都做。

《浴像功德經》說：「爾時清淨慧菩薩白佛言。
世尊。幸蒙大師哀愍我等。教浴像法。我今勸

浴佛有這麽殊勝的功德，我覺得我們也應該效

化國王大臣一切信心樂功德者。於日日中澡沐

仿祖師，有條件的話，都應該在家裏面自己修

尊儀獲大利益。常當頂受歡喜奉行。」

一修。

在經文中佛陀就指示了，要「於日日中，澡沐
尊儀獲大利益」，就是你每天都要修行浴佛，
而不是只在佛誕日才浴佛。浴佛功德這麽大，
只是每年浴一次，實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我們
應該每天都修浴佛法。

1. 一般來說，我們要浴佛的話，要有一個很
大、很乾淨的水盆。自己在家裏也可以浴佛。

我記得有一部佛經裏面還講到，如果要治療皮

你要買一個非常漂亮的盆子，當然是沒用過

膚病的話，可以供養僧衆沐浴用品，所以我覺

的，你不能拿洗腳盆來浴佛，這肯定是不恭敬

得浴佛應該更能治療皮膚病，對吧？供養僧衆

的。要非常乾淨、非常莊嚴的盆子，當然越珍

沐浴用品都可以治療皮膚病，那每天給佛沐

貴越好，最好是用金盆，沒有的話，一般乾淨

浴，不是更能治療皮膚病？所以皮膚不好的人

的盆子都可以。

應該多浴浴佛，以後你的皮膚就會特別水靈，
不需要再用什麽保濕的護膚品。怎麽能夠讓皮

2. 然後請一尊佛。這尊佛像必須是不怕被水

膚看起來很有水分？其實你多浴佛就對了嘛，

澆灌的，因爲浴佛是要從頂上澆水，如果佛像

你讓佛有水分，你就有水分了嘛。

是石膏的、木質的，或者上面有顏料之類的，
澆水就會損毀佛像，所以最好是用銅像、瓷像
或石像等，這樣比較好一點。但是特別要提醒
大家的是，有些銅佛像的面部是金粉描繪的，

寶思惟是唐代一位來自印度的譯師，他翻譯了

那也是不能澆水的。還有些佛像是底部裝藏過

德莊嚴聚。五濁衆生令離垢，願證如來淨法
身」，一邊念誦一邊浴佛。數量不限，越多越
好。
香水浴佛以後，先倒入別的容器裏，然後盆中
換上乾淨的水繼續給佛沐浴，最後用乾淨的布
給佛陀把身體擦乾淨，再供到佛堂上。
這時還可以再一次供香，邊供香邊念誦燒香
偈。
的，如果有縫隙容易滲進水，那也是不合適

然後念浴佛的回向偈、祈願文和回向文。

的。
摺珠祈願、下座。
3. 然後準備一個新的水勺， 還有特製的淨
水

在乾淨的水裏面放一些檀香粉、藏紅

花，或者滴一些香水，總之讓這個水變得更加
香潔。我們經常說的香湯浴佛，就是用香潔的

在浴佛修法裏，還有一種給自己加持的方法：

淨水來浴佛。

浴完佛的水被稱爲「吉祥水」，我們可以蘸一
點吉祥水，放幾滴在自己的頭頂上面，就像灌

4. 然後，我們把這個特製的淨水放在盆內，

頂一樣，可以得到佛陀的加持。

並且把佛像恭敬地安放在盆中間。
最後剩下的吉祥水，可以念觀音心呪加持，倒
5. 準備多一個容器裝浴完佛的水。

在乾淨的草地上布施衆生。

6. 還要準備一條新的毛巾。因爲浴完佛之後

如果我們按照佛經裏面的教言這樣來做的話，

要給佛陀擦拭身體。

就非常地圓滿，而且這個修法也沒有任何難
度，不需要觀想，也沒有很複雜的儀軌，非常
簡單易行。

頂禮、上座、塗香、供養等畢，摺珠祈願。

今天給大家傳了這麽殊勝的浴佛法門，大家如果
家裏有條件的話，每天都可以這樣浴佛，中間邊

念誦儀軌（後附）：從加倍呪開始，念到《心

浴佛邊念浴佛偈，連續 7 次、21 次，108 次更好，

經》之後開始供香，一邊供香一邊念誦「燒香

這樣你馬上就會「獲福無量」，所有的願望都可

偈」，然後念誦「讚佛偈 」。

以實現，最後還可以證得五分法身，獲得無漏的
智慧，實在是太殊勝了！希望大家都能獲得世出

之後是浴佛偈：「我今灌沐諸如來， 淨智功

世間的一切吉祥，早日成佛！

衆生無邊誓願度

福智無邊誓願集

法門無邊誓願學

如來無邊誓願事

頂禮、上座、塗香、供養等畢，摺珠祈願

無上菩提誓願成

嗡 桑巴喇 桑巴喇 波瑪納薩喇 瑪哈臧巴巴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

吽帕的所哇哈

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
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無眼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
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
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垛。依般若波羅蜜
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

我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癡

一切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
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
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
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嘎諦嘎諦，巴

弟子某甲 盡未來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喇嘎諦，巴喇僧嘎諦，菩提司瓦哈。
般若心經

弟子某甲 盡未來際 皈依佛竟 皈依法竟 皈依
僧竟

（念此偈同時燒香）
戒定慧解知見香，遍十方剎常芬馥。
願此香煙亦如是，回作自他五種身。

弟子某甲 盡未來際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綺語 不惡口 不兩舌 不慳貪 不瞋
恚 不邪見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亦願三塗苦輪息，悉令除熱得清涼。
（念此偈同時灌沐諸如來）

皆發無上菩提心，永出愛河登彼岸。

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功德莊嚴聚。
五濁衆生令離垢，願證如來淨法身。
至心祈願 天長地久 即身成佛 密嚴國土
風雨順時 五穀豐饒 萬邦協和 諸人快樂
（念此偈同時 燒香）

乃至法界 平等利益

戒定慧解知見香，遍十方剎常芬馥。
願此香煙亦如是，回作自他五種身。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衆生
皆共成佛道
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功德莊嚴聚，
願彼五濁衆生類，速證如來淨法身。
戒定慧解知見香，遍十方剎常芬馥。
願此香煙亦如是，無量無邊作佛事。

摺珠祈願、下座

2018 年 4 月 4 日是觀世音菩薩聖誕。
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著稱的觀世音菩薩，自始
至終給予具信弟子們「最好的安排」
不知道我們誤會過沒有，
我們是不是經常看不懂諸佛菩薩的加持？
除了學會懂得觀世音菩薩的心，也願我們學習觀世音菩薩的精神。
終有一天也如觀世音菩薩一樣，灑甘露清涼，除衆生熱惱。

所有經歷的事情，其實都是觀音菩薩對我們最
好的安排。當然，關鍵是我們要對觀音菩薩有
中國古代有句話叫「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

信心，這是很重要的。在中國、日本，乃至大

陀」，觀音菩薩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

半個亞洲，從古到今觀音菩薩的靈感故事可以

曉。其實不僅僅是在中國，在大半個亞洲幾乎

說是無量無邊。直到現在，每一天仍然有無數

都是如此。

的觀音靈感案例發生在我們身邊很多道友的身
上。

學習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對三寶生起信
心。我一開始學佛的時候，也是因爲觀音菩薩

現在這個時代，科技越來越發達，經濟越來越

的引導。

發達，但是我們其實並沒有更快樂，全世界都
是這樣。我們好好想想，我們從小到大是不是

三十多年前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因爲身患美尼

越來越快樂？未必。也許我們的經濟條件有所

爾氏綜合症，無法正常上學。當時得到一位善

改善，但是我們內心的快樂其實並沒有增加，

知識的指引，念誦觀音菩薩的大悲心陀羅尼之

有的時候反而煩惱會更多。

後，疾病就痊癒了，從此我就進入了佛門。所
以觀音菩薩對我的恩德非常非常大，可以說一

人跟人之間也是一樣，我們的人際關係有沒有

路走來其實都是觀音菩薩的指引。

變得更加和諧呢？有沒有變得更加快樂呢？也
不一定。包括我們家庭當中也是一樣的，夫妻

我家在寧波，離普陀山非常近，所以我也是很

之間也好，親子之間也好，都會有種種的矛

多次地去過普陀山，三步一拜，做過很多修

盾、種種的痛苦、種種的煩惱。我相信大家應

行，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感應。對觀音菩薩，我

該是可以親自體會到的。

一直有這樣的一種信心：我們如果至誠祈禱觀
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最好

這個世界，很多很多人都充滿了痛苦。我覺得

的安排。當然，這個是你要對佛教智慧有深刻

在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裏，我們非常需要觀世

的理解以及體驗，你才能真正地相信。

音菩薩的慈悲和智慧。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
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如果沒有觀世音

有些道友可能不一定馬上會完全相信：「觀音

菩薩的這種精神，那麽這個世界就會一片黑

菩薩真的能給我最好的安排嗎？那我看現在安

暗。

排得也不怎麽樣……」
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的痛苦，到底有沒有辦法
這個其實是你智慧還不夠，還看不懂，或者時

真的能夠解決這些痛苦？是有辦法的。以前我

間還不夠長，你還沒有看到觀音菩薩給你的結

的師父曾經跟我講「有佛法就有辦法」。我們

果，你還在過程當中，你覺得還不夠完美。但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快樂無憂，但是光希望是沒

是當你真的經歷過一段時間以後，你才發現：

有用的，我們要去學習佛陀的智慧。

「噢！原來觀音菩薩真的給了我最好的安排！」
觀音法門就是非常好的一個離苦得樂的法門，
當我們的內心真正皈依觀音菩薩的時候，我們

觀音法門就是我們當代衆生非常需要的甘露妙

藥。我們看到觀音菩薩經常手上拿著楊柳枝，

是幫助別人消除痛苦。我們每個人，時時刻刻

把甘露灑向衆生，衆生的熱惱就會減少，就會

要記住「慈悲」這兩個字。日本有很多觀音靈

獲得清涼，就可以消除煩惱。觀音菩薩的甘露

場的石碑上、匾額上，都寫著「慈悲心」三個

是什麽呢？其實就是觀音菩薩的慈悲和智慧。

字，這就是在提醒我們。

所以說，不管我們修行很好，還是剛開始修

我記得在比叡山延暦寺修行的時候，有一次我

行，我們都應該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有慈悲

們舉行一個活動，我的恩師武覺超大僧正送給

的精神。你修行得好，你的慈悲是不是圓滿？

我一幅他親自題的字

你的智慧是不是圓滿？如果你還會有生氣的時

應該把這個慈悲心時時刻刻刻在自己的額頭上

候，還會有煩惱的時候，那你的慈悲和智慧就

面，記在自己的心裏，時時刻刻要記住，慈悲

還不夠圓滿。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向觀音菩

心就是我們消除煩惱的甘露妙藥。

「慈悲心」。我覺得

薩學習，學習觀音菩薩的慈悲和智慧。
我們爲什麽要有慈悲心？很簡單，因爲每一個
那麽，什麽叫慈悲？慈就是給別人快樂，悲就

人都希望快樂、不希望痛苦。我是這樣，你也

是這樣，他也是這樣；中國人是這樣，日本人

知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知道自己該做什

是這樣，美國人也是這樣。任何的人，任何的

麽。

衆生，都希望快樂，不希望痛苦，我相信這一
點應該沒有人會反對。所以，我們要經常想

我們跟別人聊天、打交道、做事情的時候，我

到，我們自己想要快樂，別人也一樣想要快

們要知道，我很想要快樂，他也很想要快樂，

樂，這叫推己及人，對不對？

那麽我們說話、做事情就應該用自他俱利的方
式去做事情，用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好處的方

我們要站在人性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管是說

式去講話、去做事情，這就是慈悲的精神。

話、做事情，如果能想到每個人都想快樂，你
就不會亂說話、亂做事情，你就不會去傷害別

如果我們忘記了「慈悲」兩個字，你一定會傷

人。你去傷害別人的時候，你一定沒有想過他

害別人。當傷害別人的時候，你自己也會很痛

也想快樂。如果你知道我們每個生命都想快

苦，這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這就是我們佛

樂，你肯定不願別人傷害你，那麽你當然也不

法裏面講的因果。

應該去傷害別人，所以這就是慈悲的精神。
有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情緒。當情緒起
就拿一個家庭來說，夫妻之間也好，父母跟孩

來的時候，你慈悲馬上就沒有了；當你有慈悲

子之間也好，互相之間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

的時候，情緒就沒有了，所以時時刻刻記住

痛苦，這是爲什麽？我覺得也是因爲缺乏「慈

「慈悲」兩個字，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悲」兩個字。如果我們懂得：你要快樂，對方
也想快樂；你不想受到別人的傷害，你也不要

我們祈禱觀音菩薩，不是僅僅祈求觀音菩薩給

去傷害別人。我們互相之間都用慈悲的精神來

我們健康、 財富， 不是僅僅求妻、 求子、 求

對待，那就和諧了，那就快樂了。這個我覺得

夫、求官、求財等等，這些當然也可以，但是

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最好是祈求觀音菩薩賜給我們慈悲和智
慧，祈願我們時時刻刻能夠保持這種慈悲和智

當你失去慈悲的時候，你一定會犯錯誤。你講

慧，這就是我們最大的財富了。

話就不小心，你就會有情緒，而且把情緒發泄
在別人身上；那反過來說，別人肯定就不快

一個有慈悲、有智慧的人，我相信他沒有什麽

樂，你也不會快樂，這就是因果報應。所以我

事情會不順利的。如果你沒有慈悲和智慧，你

們時時刻刻要想著，要讓別人快樂，那我們自

每天向觀世音菩薩求財、求妻、求子……會不

己也會得到快樂。

會有作用也不好說。

我覺得，慈悲的道理非常簡單，我相信沒有人

如果你脾氣特別不好，你求觀世音菩薩給你一

聽不懂的，但是要做到非常難，所以我們應該

個妻子或丈夫，觀世音菩薩也「不好下手」啊，

把「慈悲」兩個字時時刻刻記住。

因爲你就是一個「火坑」，觀世音菩薩會把誰
介紹給你呢？觀世音菩薩都「怕」。你說是不

作爲一個人，應該站在人心的角度，應該時時

是這樣？所以你必須把自己脾氣改好了，那觀

刻刻保持覺知。什麽叫「保持覺知」？保持覺

世音菩薩肯定會給你安排一個很好的伴侶。所

慈悲和智慧都能時時刻刻保持。如果你真的有
了慈悲和智慧，你所有的心願都可以實現。如
果你跟任何人打交道，都能夠給別人快樂，幫
助別人消除痛苦，誰會不喜歡你呢？還用觀世
音菩薩給你介紹對象嗎？你可能魅力無窮，所
有的人都會喜歡你，你可能都應接不暇了，你
還需要觀音菩薩給你介紹嗎？如果你每天脾氣
很不好，觀音菩薩給你介紹也沒用。
求財也是一樣，你要生意好，其實還是要慈
悲。對每個顧客你都能給他快樂，幫助他解決
問題，你生意能不好嗎？誰都喜歡你，那你什
麽生意還能不成功嗎？如果你每天看到誰都起
瞋恨心，那你生意好才怪。我估計觀世音菩薩
也幫不上你的忙，觀世音菩薩看見你只能掉眼
淚，沒辦法。
「天助自助者」，觀世音菩薩要幫你，首先你
要自己幫自己。怎麽幫自己？首先你要改變自
己，很重要的就是學「慈悲」兩個字。我們跟
任何人接觸，我們都要想著怎樣才能讓他們快
樂，幫助他們消除痛苦；我們跟任何領導、同
事、顧客接觸，我們要想著怎麽幫助他們快
樂，幫助他們消除痛苦；我們跟任何的朋友打
交道，也要想著怎麽能夠讓他們快樂，讓他們
消除痛苦；回到家裏，要想著怎麽讓家人快
樂，讓他們消除痛苦。
你如果時時刻刻能記住「慈悲」兩個字，我相
信你會魅力無窮，你會所向披靡，你會戰無不
以你也應該站在觀世音菩薩的角度考慮問題。
如果你是觀世音菩薩的話，你會不會給這個人
介紹？
所以我們在求的時候，其實更重要的是祈禱觀
世音菩薩賜給我們慈悲和智慧，讓我們心中的

勝，你會天下無敵，你還有什麽事情做不成功
呢？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要向觀世音菩薩學
習，學習他的慈悲精神。

在《來自智廣阿闍梨的觀音聖誕禮物》（上）中，智廣阿闍梨告
訴我們：觀世音菩薩的慈悲，能夠消除我們的痛苦，給予我們快樂；
隨學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我們也能夠不去傷害他人，盡可能給予
衆生快樂。
做一名不迷信的佛弟子，讓我們跟隨智廣阿闍梨，繼續學習觀世
音菩薩的智慧吧！

我們要學習觀音菩薩的智慧， 《般若心經》

：

裏面都講得非常清楚了。一切法， 一切人、
除了慈悲以外，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物，它的本質其實都是空性的，不是我們
想像得那麽真實。
我們爲什麽會有煩惱？我們總是認爲所有的一

智慧的話，首先從能夠保持覺知開始，時時刻

切人事物都是真實的，都是客觀存在的，這就

刻做一個清醒的人是很重要的。當你開始發脾

是痛苦的來源。比如說你身體不好，總是覺得

氣、罵人的時候，你已經不清醒了，你已經失

「我這個病是真實不虛的」，那你就真實很痛

控了，就像喝醉酒一樣。如果你是一個清醒的

苦了；但是如果你覺得這不是真實的，這只是

人，你肯定不會講不合適的話。

我的一個業力的幻化，一個心的幻化，其實它
本質也是虛妄的，那麽你這樣想的時候，你好

什麽叫清醒的人？清醒的人就是

你知道自

己在做什麽，知道這句話說出去會有什麽結

好祈禱觀世音菩薩，它可能就會發生奇跡般的
變化，就可以消除疾病。

果，所以你就知道該說還是不該說，這就是做
一個清醒的人，做一個有覺知的人，這是很重

以前，天台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思大師常年住在

要的。

山上，在一個墳墓裏面修行。墳墓是非常潮
濕、陰暗的地方，最後他關節疼痛，不能行

我們很多時候會處於無意識狀態，講話很隨

走，全身都生病，很痛苦。這個時候他想：
「我

便，管不住嘴巴，想說什麽就說了，沒經過大

今病者。皆從業生。」爲什麽會感受生病的痛

腦，這就是「失去覺知」。有覺知，我們就會

苦？是因爲人有業。沒有業，怎麽會有苦呢？

謹言慎行。

就是因爲有這個業障，所以才會有這個苦。

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是自己造成的，沒有人來控

他就想：「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

制你的命運。你爲什麽會快樂？爲什麽會痛

業非可得。」原來痛苦是由業而生的，那麽業

苦？爲什麽會成功？爲什麽會失敗？是因爲你

從哪裏來？業由心生，因爲你有心才會造成

自己的思想、語言、行爲，沒有別人的原因。

業，你沒有心，怎麽會造業？既然業由心生，

所以我們要爲自己的命運負責任，時時刻刻要

所以他就去觀心。

保持覺知，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知道自己該做
什麽。

那麽心到底是不是真實的？我們可以去觀一
下。我們身體不好的道友，也可以用慧思大師
的竅決來觀修一下：病由業生，業由心生。心
到底有沒有？你的心到底在哪裏？你造業的心

再進一步的話，我們要學習《般若心經》。「能

到底在哪裏？

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般若心經》非常
地殊勝，可以說是佛法的精華。

「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
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

然。」慧思大師通過觀修，最後發現心性本空，

我們講「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爲什麽觀

心的本質是空性的。

世音菩薩可以救苦救難？爲什麽那些來自於外
面非常大的地水火風的災難，你念誦觀世音菩

心的本質是空性的，當然心所產生的業也是空

薩都可以改變？就是因爲所有的一切現象都不

性的。空性當中怎麽會產生實有的業呢？這是

是真實的，都是你的心的幻化而已，所以才能

不可能的事情。心是空性，業也是空性；業是

改變。如果真實存在，怎麽改變呢？

空性，當然這個病也是空性。最後，慧思大師
通過生病的禪修就獲得了證悟。證悟了以後，

當然這個問題很深奧，沒有基礎的道友不一定

這個病就消失了。所以這個病也不是真實存在

能夠馬上理解，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大家

的，其實是你的一種業力的投射，業力的幻

一定要有般若智慧。當我們明白了《般若心經》

化。所以這個業力幻化的結果要怎麽去改變？

260 個字的真實含義時， 我們就可以真正地

就是要去改變心。心改變了，業就改變了，結

「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就可以消除一切

果也就改變了。

的痛苦。所以希望大家要念《般若心經》，同
時要好好地去聽聞、思維，這是非常重要的。

智廣阿闍梨教你輕鬆度化衆生

爲了更好地報答祖先恩德，利益衆生，智廣阿
闍梨發起了在清明節共修觀音六字大明呪的倡
議。那麽這個被稱爲「真言王」的心呪究竟會
爲冥陽兩界的人帶來什麽樣的利益？下面讓我
們一起來看看阿闍梨是怎麽開示的。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中的觀音心呪就是六
個字：唵（引）麽抳缽 訥銘（二合）吽（引） （嗡

瑪呢巴美吽）。在西藏有兩種讀音：一種是「嗡

瑪呢巴美吽」，另外一種是「嗡瑪尼唄美吽」，
如果有清淨傳承都是可以的。但是按照梵文的
讀音是「嗡瑪呢巴美吽」，所以我們儘量念「嗡
瑪呢巴美吽」比較好。有些傳承六字真言後面
會加「舍（shei）」，就是觀世音菩薩的種子
字，梵文是「hrih」。所以「嗡瑪呢巴美吽舍」
也可以，六個字或七個字都是可以的。
在《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的教言裏，六字大
明呪被稱爲「真言王」
真言中的王，彰顯
了六字大明呪在真言中的地位。 「彼真言王

一切本母憶念其名罪垢消除疾證菩提。」你憶
念這個六字大明呪的話，會消除罪垢，乃至迅
速證得菩提。這個功德非常不可思議，在這部
經裏，佛陀用了很多比喻來說明六字大明呪的
功德是無法限量的。
佛陀說：「又如滿四大洲所住男子女人童子童
女。如是一切皆得七地菩薩之位。彼菩薩衆所
有功德。與念六字大明一遍功德而無有異。」
就是說東勝神洲、南贍部洲、西牛賀洲、北俱
盧洲這四大部洲所有的人全部證得七地菩薩，
這些菩薩所有的功德，與念一遍六字大明呪的
功德一樣。這個功德大不大？太大了， 對不
對？佛陀的教言，我們聽了會目瞪口呆，因爲
這個功德實在是太大了！
我的一位師公
新龍的阿曲尊者，他一生念
了四億遍觀音心呪。1998 年 8 月 29 日，阿曲
師公示現圓寂。他在臨終的時候也都在念觀音
心呪，最後無餘虹身成就。以前我們還專門去
阿曲尊者虹身成就地進行了頂禮、祈禱，特別
殊勝。
你如果獲得以及念誦觀音心呪， 「七代種族
皆當得其解脫」，你上面七代的祖先全部可以
得到解脫。爲什麽我們這次清明的共修提倡大
家念誦觀音心呪？就是因爲如果我們念誦觀音
心呪的話，我們七代的祖先會全部獲得解脫。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而能依法念此六字大明

陀羅尼。是人而得無盡辯才。得清淨智聚。得
大慈悲。」念六字大明呪，可以得到無盡辯才。
口才不好的，趕緊多念念六字大明呪，口才就
會非常好，而且會得到清淨的智慧，還有大慈
悲。我們現在的人什麽都不缺，就缺愛。如果
你很缺愛，就多念念六字大明呪，內心當中就
會充滿了大慈悲的愛。
「是人於其口中所出之氣觸他人身。所觸之人
發起慈心離諸瞋毒。當得不退轉菩薩。速疾證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念六字大明呪，對
別人吹氣，這個人就可以變成不退轉菩薩，生
起慈悲心，消除瞋恨心，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這個功德很大，你看很多高僧大德
爲什麽經常用吹氣來加持別人？就是這個原
因。念觀音心呪，吹一口氣，就能加持衆生發
起慈悲心，消除瞋恨心，獲得不退轉菩薩的果
位，快速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若此戴持之人。以手觸於餘人之身。蒙所觸
者是人速得菩薩之位。」身上戴著這六字大明
呪的人，手碰到別人的身體，被碰到的人就能
「速得菩薩之位」。
「若是戴持之人。見其男子女人童男童女。乃
至異類諸有情身。如是得所見者。悉皆速得菩
薩之位。」 「戴」就是身上戴著， 「持」就
是念誦。如果你身上戴著六字大明呪，口中念
誦六字大明呪，那麽你眼睛看到的所有衆生，
他們都可以得到菩薩之位。
比如我們去菜市場、去飯店，看到很多衆生被
殺掉，就念六字大明呪，眼睛看到它們，或者
是讓它們聽到這個聲音，它們就會得到解脫，
這是很殊勝的。包括我們走在街上也可以口念
六字大明呪，那麽你看到的路人未來也都會解
脫。
所以度化衆生很簡單，不用給他講經說法，你

講了半天還講不清楚，最後他跟你辯論，你還辯不過他。本來你是
好心好意，最後生起瞋恨心，這個就有點麻煩了。現在不用，你對
他微笑，念六字大明呪就可以了（衆笑），未來他就會解脫了，你
度化衆生的功德就圓滿了，回去就可以念《普賢行願品》回向了。
從 4 月 1 日到 6 日，正好在清明節期間，我們要爲所有的祖先解脫
而作功德，參加六字大明呪的共修。其實我們自己會得到更大的功
德，因爲七分之六的功德是自己得到。
值此清明節，大家都要發菩提心，同時發起對所有祖先的報恩之
心，希望所有的先祖都能夠離苦得樂。這樣的話，自他俱利，不但
先祖會得到利益，我們自己也會得到利益，這個功德也是非常殊勝
的。
希望大家能夠踴躍參加共修，同時也希望大家發動身邊的人，有條
件的一起來參加共修。 《俱舍論》中云：「萬人共造善惡因，每人
均得萬人果。」共修的功德利益非常巨大，遠遠超勝個人獨自修行
很長時間的功德。我們爲什麽把參加共修的條件定得這麽低
起
報數量就是 108 遍？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踴躍參加。

有什麽辦法，可以讓祖先無論在哪裏，都能接收到我們的感恩之
情？
有什麽辦法，可以讓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但是「上面有人照顧」？
來自智廣阿闍梨的清明節特別開示，讓我們過一個對祖先好、對自
己好的清明節。

4 月 5 日是清明節。在中國，清明節是報恩的節日，很多地方都會
去祭祀已經亡故的親人。古人講：「慎終追遠。」我們要知道，我
們的生命是由祖先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我們要憶念他們對我們的恩
德，我們要報恩。
那麽怎麽來報恩呢？民間的習俗有很多，掃墓、燒紙錢等等。作爲
佛弟子，最好的報恩是什麽呢？

在清明節期間戒殺、素食，不能用殺生來祭祀。爲什麽呢？因爲亡
故的親人，他們是快樂還是痛苦，取決於他們的業力。如果他們有

很多福報，他們就會快樂；如果他們有很多惡

殺、素食；第二，一定要至誠懇切地給祖先念

業，他們就會很痛苦。

經、念呪、念佛，作功德回向他們。那麽，不
管他們在哪一道裏面，他們一定會越來越好。

民間有這樣的習俗：有些地方殺雞、殺豬，供

如果你這個功德力量足夠，就有可能幫助祖先

豬頭、供魚、供雞……這個不太好。祭祀的時

有足夠的福報出離輪迴。如果他已經往生西方

候，如果殺生來祭祀祖先，不但你自己有殺生

極樂世界，那麽你爲他作功德也會使他的品位

的過失，會有罪業，而且這些過失也會加到祖

越來越高，成佛越來越快。

先的頭上，他們也會有罪業，他們在另外一個
空間裏會增加更多的痛苦，因爲你是爲他們而

祖先越好，對我們子孫也就越好。我相信，所

殺的，所以這個罪業也會記到他們頭上。其實

有的祖先都是愛我們的，都是希望我們好，但

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他們可能在

是如果他們自己都很痛苦，他們怎麽幫得上我

另外一個空間裏面的痛苦會更延長。

們呢？如果他在地獄道、畜生道、餓鬼道，他
想幫我們也幫不了，因爲他們沒有能力，比我

所以我們在祭祀祖先的時候，一定要用素食，

們更苦，所以他們要尋求我們的幫助。

不能用肉食、酒類來祭祀，這是很重要的，一
定要用素食、清淨的飲料來祭祀。

如果祖先在很好的地方，在天道，他就可以幫
助我們，因爲他比我們更「高」，有能力可以
照顧我們；如果他已經在極樂世界，他就更有
能力照顧我們，因爲他已經是大菩薩了。

紙錢能不能燒呢？印光大師在《文鈔》裏面說，
紙錢也是可以燒的。但是一般來說，紙錢僅僅

所以我們對祖先作任何的功德，祖先越好，對

對鬼道的衆生有幫助。但問題是，你的祖先未

我們就越好。如果祖先在天道、在極樂世界，

必在鬼道。

那麽對我們來說， 太好了， 我們「上面有人
啊！」這就不一樣了。

我們講有六道輪迴。他可能在天道，可能在阿
脩羅道，可能在人間，可能在餓鬼道，可能在

但如果「上面沒人，下面有人」，沒用，只會

畜生道，可能在地獄道，也可能出離輪迴，已

拖累你。比如清明節，有的人會做夢，夢見亡

經解脫了，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故的先人說：「我們沒有衣服穿，沒有東西吃，
我們的房子漏了……」這種現象很多很多，他

如果你燒紙錢的話，只有鬼道的衆生能收得

們自己都很痛苦，怎麽來庇佑你？祖先要庇佑

到，其他都收不到。但是有一種方法，六道的

你，他必須有這個福德力，所以我們要給他們

親人都是可以收到的：念佛教殊勝的真言密

念經、超度，作功德回向他們，這個很重要。

呪、佛號、經典，給他們回向功德，不管他們

如果他們解脫了，升到天上去，乃至於升到極

是在宇宙的任何一個空間裏，他們都可以收得

樂世界去，那我們就好了，他們肯定會日日夜

到，這是對他們最好的祭祀。

夜加持我們，因爲他們有這個能力了。不然的
話，他們想對我們好，也好不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清明期間，第一，一定要戒

如果他們是鬼道衆生，業障比我們更重。他們

持。所以希望大家在清明期間要儘量地斷惡行

有的時候也想對我們好，問題是他來看一下我

善，儘量地誦經、持呪來回向祖先。

們，我們可能就會生病，反而對我們更不好。
比如說，有些小孩子掃墓，回來就會發高燒，
他可能就是被鬼親了一下。可能這個鬼很喜歡
他，問題是這個鬼的業力比我們更嚴重，所以

清明將近，我在這裏倡議大家在清明期間爲祖

就會發生這些問題。如果我們的親人是在天

先多念觀音心呪：嗡 瑪呢巴美吽舍

上、在極樂世界，肯定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肯定會加持我們，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好。

觀音心呪很簡單，但是功德非常非常大。希望
大家要以一種慈悲心，以報恩的心，給所有的

所以不論怎麽樣，我們必須要爲祖先作功德，

祖先念觀音心呪回向，希望他們都能夠離苦得

而且每年都應該作功德。祖先越好，我們就越

樂，這個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我們在此發

好。

起一個觀音心呪的共修，希望大家都積極參
加。

超度，不是一次就夠了，不是說清明節掃一次
墓、念一次經就夠了，我們每年都應該這樣
做。這樣的話，不但他們好，我們也好，而且
我們念經作功德，按照《地藏經》的教言，祖
先收到七分之一的功德，七分之六的功德還是
我們自己的。
可見最大的利益還是我們自己，而且我們有了
這種孝心，就會感動天地，感動諸佛菩薩來加

來自智廣阿闍梨的勞動節禮物

寺院的修行人，爲啥經常在掃地？

作爲一個修行人，我們要習勞。我們教育孩
子，有條件的話也是要讓他們多習勞。

佛陀也是一位習勞的人嗎？
在比叡山行院，我們一個重要的科目就是習

5 月 1 日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節
日，今天，智廣阿闍梨告訴我們：習勞，可
以變成非常殊勝的修行。

勞：打掃佛堂、教室，打掃庭院、廁所，每天
抹地……包括在廚房間的習勞，我們每個人都
要輪流去做這些事情，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很好
的修行。
在古代，很多寺院裏打掃廁所的修行人，在廚

「習」就是練習， 「勞」就是勞動。

房裏幹活的修行人，往往都是證悟最快的。因
爲習勞可以清淨業障、積累福報，是最殊勝、

佛陀也是習勞的，習勞是非常好的一種習慣。

最好的修行方法之一。你服務衆生，這就是在

一個人如果不習勞，生存能力就有問題，獨立

增加福報；如果你被衆生服務，那就在減損福

生存的能力就會不足。

報。

習勞的人是所有的衆生都會歡喜的。我的祖

佛經裏面講到，以前印度的給孤獨長者每天早

母、我的母親，都是習勞做得特別好，所以我

上都要去逝多林掃地，然後禮拜佛陀。有一

自己對習勞做得特別好的人非常尊重。沒有習

天，給孤獨長者因爲其他的事情沒來，世尊在

勞的人，這個世界就會變得亂糟糟了。我的祖

經行的時候，看到地不乾淨，就親自拿著掃帚

母、我的母親，是我心中最敬佩的人，因爲她

打掃。舍利子他們看到了，就一起打掃，最後

們特別能夠習勞，動手能力特別強，做任何事

打掃得乾乾淨淨。掃完來到食堂，佛陀對比丘

都做得特別好。

們開示了掃地的五種功德。這裏也簡單跟大家
來講一講。

在清除自己心中的污垢，所以這就是一種修
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云：「佛告諸
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自心

「地」與「心」其實是無二的，不是說地在心

清淨。二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

的外面，其實地也是你的心。我們把地掃乾

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

淨，也就把自己的心掃乾淨了，所以說，掃地
的第一種功德就是可以令「自心清淨」。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切的外境其實就是你的
心，所以掃地就是在清淨自己的心。

把地掃乾淨，別人見到了乾淨的地，心裏也會
很歡喜，所以掃地可以「令他心淨」。

《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外境是不是你的

你看，掃地不但可以讓你自己的心清淨，衆生

心造的？既然是你的心造的，那麽打掃外境不

的心也會清淨。衆生看到地這麽乾淨，他心裏

就是打掃自己的心嗎？

也開心。

佛陀說了，掃地就可以掃除自己心中的污垢。
所以我們打掃衛生，其實並不是外面有個客觀

爲什麽到了一個乾淨的地方，我們心裏就很舒

存在的環境需要你去打掃，不是的，而是我們

服？就是這個道理， 「自心清淨」 「令他心
淨」。你自己心裏舒服，衆生心裏也舒服。

天上的護法龍天最喜歡乾淨了。我們人間充滿
了污垢，他們就不願來人間，因爲實在臭不可
聞。我們看《吉祥經》裏講：「時已夜深，有
一天神，殊勝光明，遍照園中，來至佛所。」
天衆親近佛陀都要下半夜才來，因爲這個時候
人都睡覺了，不太臭了。
所以，如果我們把環境搞得很乾淨，就會「諸
天歡喜」；如果我們的環境髒兮兮的，諸天都
不歡喜，護法龍天都不歡喜。

「植端正業」的意思是說，我們把地打掃得乾

淨，未來相貌就會莊嚴。

五種功德，還有更殊勝的

持呪的功德。

所以我們這輩子長得莊嚴的，就是因爲前世把

這樣的話，不但你的心清淨了，大家也很歡

環境搞得很乾淨，很漂亮。

喜，諸天護法也會歡喜；你還能種下未來相貌
端正的因，未來就會長得莊嚴；最後你還可以
得生天道或者往生佛的淨土。
這就是掃地的五種功德。

如果我們經常把環境打掃得很乾淨，未來就可
以往生到天上。爲什麽？因爲掃地雖然是件很

在《撰集百緣經》裏，佛也講了「掃地得五功

簡單的事情，但它的功德卻很大。

德」：

我們作爲一個佛弟子，如果有條件應該儘量地

一、 「自除心垢」，消除自己內心的污垢；

習勞，特別是打掃衛生，我覺得是功德非常大
的事情。

二、 「亦除他垢」，消除別人心中的不快樂；

我也希望，大家打掃衛生的時候，可以念一些

三、 「除去憍慢」，打掃衛生也可以消除自

心呪，比如金剛薩埵心呪「嗡 班匝爾 薩垛

己內心的傲慢，有些傲慢的人就不願意打掃衛

吽」，或者是念百字明，或者是念准提佛母的

生，所以打掃衛生可以調伏自己的傲慢，增長

心呪「唵 折利主利 准提 司哇哈」，或者是

恭敬心；

其他清淨業障的呪語，都可以念。
四、 「調伏其心」，打掃衛生是一種非常好
打掃衛生，洗碗、抹地、洗衣服……做所有淨

的調伏自心的修行；

化類的工作，甚至包括洗澡，都可以念這些清
淨業障的呪語。

五、 「增長功德，得生善處」，最後可以往
生到善處，比如天上或者是西方極樂世界。

當我們一邊做這些事情，一邊想到這都是在清
淨業障，那麽，所有的習勞，都變成一種非常

所以，我覺得習勞的功德確確實實特別殊勝，

殊勝的修行，你不但可以得到佛陀所說掃地的

大家如果有條件的話，就儘量地要去做。

來自智廣阿闍梨的青年節禮物
弘一法師是民國時代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僧。

我們的福報是有限的，哪怕你現在覺得很好，
也只是你的福報在兌現，還沒用完而已。

智廣阿闍梨說：「弘一法師確確實實有很多值
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自己也是特別喜歡弘一

但是你知道什麽時候用完？不好說，也許你明

法師，對弘一法師特別有信心。」

天就用完了，那你可能就要樂極生悲了：或者
是你福盡而亡，或者是你就會遭遇痛苦的事

恰逢五四青年節，讓我們跟隨智廣阿闍梨學習
弘一法師的一篇開示

情。

《青年佛徒應注意的

四項》。

弘一法師說，他小時候父親請人寫了一副大對
聯，是劉文定公的句子，高高地掛在大廳的抱

不論您是不是一位青年，是不是一名佛教徒，

柱上面，上聯就是「惜食，惜衣，非爲惜財緣

相信這一篇開示，一定會讓您受益一生。

惜福。」他說珍惜食物，珍惜衣服，不是爲了
珍惜財產，而是爲了珍惜福報。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道理的。當時弘一法師連一
粒米飯也不敢隨意糟蹋，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會
時時小心，不敢損壞或污染。這是因爲弘一法
師的母親和哥哥常常教育他要愛惜衣食，怕他

惜，就是愛惜；福，就是福氣。

因爲損失福報而導致短命。
我們一輩子的受用，包括壽命，其實也是一種
福報，福報用完以後壽命就到了，就會死亡。

弘一法師說：「就是我們縱有福氣，也要加以
愛惜，切不可把它浪費。諸位要曉得：末法時
代，人的福氣是很微薄的，若不愛惜，將這很
薄的福享盡了，就要受莫大的痛苦，古人所說

弘一法師還說道：「七歲我練習寫字，拿整張

『樂極生悲』，就是這意思啊！」

的紙瞎寫，一點不知愛惜。我母親看到，就正
顏厲色地說：『孩子！你要知道呀！你父親在

確實是這樣。我們每個人的福報都是有限的，

世時，莫說這樣大的整張的紙不肯糟蹋，就連

現在如果你覺得一切都還是很順利，說明你的

寸把長的紙條，也不肯隨便丟掉哩！』母親這

福報還有，但是並不代表你的福報用不完

話，也是惜福的意思啊！」

我自己也是一樣，包括這些餐巾紙，有的時候

以前我的家庭當中，我的父親也是非常懂得惜

用一次扔掉，我覺得有點可惜了，就放到口袋

福的一個人，省吃儉用，對任何東西都非常愛

裏面下次再用。因爲製造紙張都是要砍伐樹

護。我也是從小受父親的影響，對一些舊的東

木，最後才做成紙，所以當你非常浪費地用這

西，有的時候會捨不得扔掉，會儘量地要去重

些紙的時候，不僅你自己的福報在消耗，對整

復利用，也是這樣的一個原則。

個地球的資源也是一種消耗。森林都砍伐完
了，以後就很麻煩。

大家一定要懂得惜福，懂得愛護財物，同時也
要愛護地球，愛護環境。

一個人要時時刻刻有惜福的正念，保持這樣的
覺知，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大家都應該惜福，

弘一法師說，他出家以後也保持這樣的習慣，

同時也要愛護環境。我們的地球母親的資源，

鞋子也好，棉被也好，洋傘也好，都是用了再

可以說是不可再生的，希望大家要珍惜啊！

用。我覺得我們也應該這樣。

以前師父也告訴我們要「敬人愛物」，對人要
恭敬，對物要愛護。東西要很愛護地使用，這

我自己也是。我從來不買任何衣服，除了法衣

樣它的壽命就會延長。電腦也好，桌子也好，

以外。這些舊的衣服，能穿的話我也是儘量地

所有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儘量愛護地使用，要

穿，不會故意增添新衣服。因爲沒有必要，我

儘量惜福。

覺得能穿就可以了，沒必要一定要買很多新衣
服，第一是浪費，第二是不惜福。

其他東西也是一樣，舊的東西如果還能用，最

看起來我們好像也不一定很節約，有的時候我

好還是用，這樣的話就可以讓任何的財物發揮

們掉在桌上、掉在地上的食物，或者是我們吃

它最大的作用。

完以後有剩下來的，我們儘量以密呪加持，布
施給所有的鬼神。如果我們不會其他方法，那
麽可以念七遍「嗡 瑪尼巴美吽」加持這些食
物，這樣的話，鬼神就可以吃到這些食物。

弘一法師說：「從前常有人送我好的衣服或別
的珍貴之物，但我大半都轉送別人。」人家供

所以這個不是浪費，這是一種慈悲心

當然

養弘一法師，弘一法師就供養其他人了。

大家不能以這種方式作藉口來浪費糧食。我們
真正對三惡道的衆生生慈悲心，我們念呪加

我自己有的時候也會這樣做，把一些好的東西

持，觀想布施給所有的三惡道的衆生，希望他

全部送給寺院，送給高僧大德們，或者送給道

們能夠飽足，能夠離苦得樂。這個本身也就是

友們，這也是很好的一個習慣。

把剩飯剩菜轉爲道用。

以前印光大師也是這樣，有人送他白木耳等補
品，他自己總不願意吃，都轉送到觀宗寺去供
養諦閑法師。爲什麽不吃好的補品？印光大師

這篇文章中還講道，印光大師「有一位皈依弟

說：「我福氣很薄，不堪消受。」

子，是鼓浪嶼有名的居士，去看望他，和他一
道吃飯，這位居士先吃好，老法師見他碗裏剩

印光大師、弘一法師尚且如此，何況是我們

落了一兩粒米飯；於是就很不客氣地大聲呵斥

呢？

道：
『你有多大福氣，可以這樣隨便糟蹋飯粒！
你得把它吃光！』」

當然我們在密宗裏面，還是有一些轉爲道用的
方法，比如做會供等等。所以也不是說我們就

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在漢傳佛教裏面，這個

絕對不能吃，但是一定要把它們轉爲道用，一

習慣是很好的。但是，並不是說這個是唯一正

定要上供下施。

確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們有的時候非黑即
白的思維很嚴重，覺得這個是正確的，那麽其

吃飯之前，吃任何東西之前，我們首先供養上

他都是錯的，這個是不對的。

師， 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僧；如果你有傳
承，也可以念會供的儀軌，這樣就可以把飲食

我們去西藏的時候，看到很多藏傳佛教高僧大

轉爲道用。這樣做，你就不損耗福氣。

德吃飯的時候都會剩下一點點，然後念觀音心
呪加持，專門布施給衆生。

當然，我們跟以前這些高僧有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有的時候也不一定會吃得很乾

這個好像是浪費糧食，不是的。這是一種大悲

淨，爲什麽呢？因爲我們專門要留一點點布施

心，想到自己有吃的，所以也要給三惡道的衆

給鬼神，布施給下三道的衆生。

生一點吃的。藏傳佛教裏面也有說，掉到桌上
或者掉在地上的飯菜，就不要撿起來自己吃，

因爲這些都可以布施給三惡道的衆生。

報都是有限的。既然是有限的，我們就要非常
地珍惜。

但是在漢傳佛教裏，你這樣做，祖師肯定馬上
就要呵斥你。所以我們要看時間地點的不同，

第二，要更多地去種福報的種子。也就是說你

對吧？如果我們在漢傳佛教寺院裏過堂，我們

要做上供下施，儘量地不要用在自己身上，而

最好把所有飯菜全部吃得乾乾淨淨，掉在地上

是去與衆生共用。這樣的話，你福報就會越來

的趕緊撿起來放到嘴巴裏面；但是如果在其他

越大，越來越大。

地方，就不一定要這樣做。
這個並不是說誰對誰錯。你是以惜福的角度，
或者是以慈悲心的角度，都是對的，最關鍵是
看你的心。

釋迦牟尼佛尚且親自習勞，弘一法師講到：

你內心當中，如果真的是在浪費糧食，那肯定

有一天佛陀和阿難出去遊行，碰到一個喝醉了

是過失，不管你藉口說得再高尚，也是一種過

酒的弟子，已經醉得不省人事了。佛陀就讓阿

失；但是你真的是以惜福和慈悲心的角度，那

難抬著這個弟子的腳，自己則抬著他的頭，就

不管你吃得精光，還是留一點布施衆生，都是

這樣一直抬到井邊，用桶汲水，把這個醉酒的

非常殊勝的。

弟子洗乾淨。

大家一定要記住，看自己的心，而不是看外面

又有一次，佛陀看到門前這個木頭做的橫楣壞

的行爲。你內心當中是拿布施作藉口，還是真

了，就親自動手去修補。

實地以大悲心來布施三惡道的衆生，這個只有
自己才能知道。

不僅如此，有一天佛陀發現有個弟子生病了沒
人照應，佛就問他：「你生了病爲什麽沒有人
照應你啊？」弟子說：「從前有人生病，我不
發心去照應他，所以我現在有病了，別人也不

所以，弘一法師說：「我們即使有十分福氣，

來照應我。」佛就說了：
「以後人家不來照應你，

也只好享受三分，所餘的可以留到以後去享

就我來照應你吧！」接著佛陀就把這個生病弟

受；諸位或者能發大心，願以我的福氣，布施

子的大小便等種種污穢洗滌得乾乾淨淨，將他

一切衆生，共同享受，那更好了。」

的床鋪整理得平平整整，再扶他上床休息。

這裏弘一法師講到，對於福報，我們不僅要量

佛陀的一位大弟子阿耨樓陀雙目失明，不能照

入爲出，進一步還要儘量減少支出，增加收

顧自己。佛陀就幫他裁製衣服，還讓別的弟子

入。這裏有兩個層面：

也幫忙一起做。

第一，大家要儘量珍惜自己的福報，我們在沒

還有一次，佛陀看到一位老比丘眼睛花了，想

有證悟之前，在沒有真正的大徹大悟之前，福

要穿針縫衣，無奈眼睛看不清楚。老比丘叫

著：「誰能替我穿針呀！」佛陀就立刻答應他：

的修法都不會成功。

「我來替你穿。」
不管是小乘、大乘、金剛乘，都是如此。
所以，佛陀也是時時刻刻地習勞，也是非常好
地在以身作則。

小乘的別解脫戒，如果我們沒有守持，就不可
能證得任何小乘的果位。有些經書裏面講，特

我們今年五一勞動節在公衆號上推出了一篇文

別是比丘犯了四重戒

殺、盜、淫、妄，基

章：《勞動節，聊一聊習勞的好處》，專門講

本上一輩子都不可能證得聖者的果位，這個是

到習勞，大家有興趣可以讀一讀。

非常嚴重的。
大乘最重要的是菩薩戒，菩薩戒最重要的就是
菩提心。你不能捨棄任何一個衆生，如果你捨

大家一定要明白，戒律是我們佛法最重要的基

棄任何一個衆生，你也是不可能證得大乘的任

礎。

何果位。

佛教講「戒定慧」，戒律就像地基，我們造所

金剛乘最重要的是三昧耶戒，三昧耶戒最最重要

有的房子，都必須在地基上面造，如果沒有地

的就是清淨見。清淨見，就是一切都是清淨平等

基，所有的房子都造不上去。我們所有修行的

的。如果這個你不能夠認可，或者不能夠去觀

功德，首先是來自於持戒。如果不持戒，所有

修，當然金剛乘任何的果位也是不可能證得。

所以，我們作爲佛的弟子，最基本的戒律一定

三乘果位乃至於人天的善果，都是建立在十善

要非常地清楚，要時時刻刻保持覺知，因爲這

戒的基礎上面。

是你上升還是下墮的關鍵。小乘、大乘、金剛
乘，所有的戒律其實都是如此：如果犯戒、破

佛陀在《佛說十善業道經》裏講得非常清楚：

戒不懺悔，肯定會墮入惡趣。

如果我們能夠行持十善業，暫時來講可以得到
人天的果報，究竟的話可以得到佛陀的果位。

我們修行本來就是爲了解脫，但是你如果沒有
好好修行，反而墮入惡趣，那是非常可惜的。

在唐密的經典《蘇婆呼童子請問經》裏面也講
到：你要真正得到成就，也是必須要在守持十

戒律當中最重要的，戒除殺生、偷盜、邪淫、

善戒的基礎上；如果你連十善戒都做不到，任

妄語、飲酒。我覺得作爲一個在家居士要儘量

何的修行成果，當然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地做到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
飲酒。

所以十善戒可以說是最起碼的，希望大家一定
要努力地守持。

一般來說，在真言密法當中特別注重的是十善
戒，所以我們每天在修法前會念十善戒，在三

那麽，如果我們有違犯戒律，就要及時地懺

寶面前發誓「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

悔，這很重要，特別是我們年輕人。我們現在

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慳貪，不瞋

這個社會或者說這個世界的潮流，就是都不信

恚，不邪見」。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爲所有的

因果。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我們看

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報導，其實都是在造十種

知道什麽事情該做，什麽事情不該做。不管你

惡業

的修持是一種什麽樣的境界，守持戒律都是必

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

口、綺語、貪、瞋、癡，全都是這些東西。

須的。所以希望大家保持這樣的覺知。

最近我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爭論，比如說對待
同性戀的問題：對於同性戀我們到底應該怎麽
看？

弘一法師在《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中說：
「『尊』是尊重， 『自尊』就是自己尊重自己，

我個人覺得，我們作爲佛弟子，應該按照佛陀

可是人都喜歡人家尊重我，而不知我自己尊重

的教言去看待這個問題。

自己；不知道要想人家尊重自己，必須從我自
己尊重自己做起。怎樣尊重自己呢？就是自己

首先，我們對同性戀者，要有慈悲心，我們不

時時想著：我當做一個偉大的人，做一個了不

能夠輕視他們，其實同性戀也是一種煩惱而

起的人。」

已。
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作爲一個佛弟子，首先
其次，從佛陀的戒律角度來講，我們也要非常

要知道我們的佛性跟佛陀的佛性是沒有區別

清楚地界定：同性戀產生的性行爲肯定是屬於

的。佛陀已經通過修行證得了無上菩提，但是

邪淫，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佛經裏面佛陀親

我們還自甘墮落在六道輪迴，每天痛苦不堪，

口所講。我們對這些原則性的問題，一定要有

這就是你自己不尊重自己。

清晰的認識。
如果自己尊重自己，就應該向佛陀學習：如何
我們對這些人保持慈悲心，並不代表我們贊同

從痛苦當中解脫出來，真正能夠成爲一個自利

這些行爲，這個大家要搞清楚。同性戀肯定是

利他、自覺覺他的人。這就是真正的尊重自

屬於惡業， 並不屬於善業。但是， 對這些衆

己。

生，因爲他們也是一種煩惱驅使才產生這些行
爲，所以我們應該對他們有慈悲心，應該尊重

你讓自己痛苦，就是對自己不尊重。

他們，但並不是說我們認爲這種行爲是正確
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向諸佛菩薩學習。不管
你是什麽樣的身份，都要自利利他，自覺覺

正不正確，不是誰說了算。任何事情是善業還

他。這樣的話就可以真正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有

是惡業，只有佛陀遍知的能力才能夠知道。如

意義，不然你如果自己不尊重自己，自甘墮

果它是一種惡業，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認爲它是

落，那你的人生就是在渾渾噩噩當中、在痛苦

善業，也沒有用，你未來還是會遭受惡報。

當中度過，那就是沒什麽意義了。

我們作爲佛弟子，要好好地深入聞思修行佛法

弘一法師的《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我們

的經論，特別是對戒律大家要好好地去學習。

就跟大家學習到這裏。

戒律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不懂得戒律，就不

人的一生會經歷很多考試。除了學校的考試，
還有社會上、工作中的種種考試；除了希望自
己通過考試，爲人父母時，還期盼孩子能夠考
試順利。有什麽辦法可以讓我們考試「有神助」
「有佛幫」？正逢考試季，我們聽智廣阿闍梨
開示
佛法中的「折桂祕笈」。

文殊菩薩是佛教裏面非常著名的一位大菩薩。
寺院的大雄寶殿一般都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般來說，佛兩邊會有兩位大菩薩：一位就是
文殊菩薩，騎著獅子的；一位是普賢菩薩，騎
著大象的，我們稱之爲「華嚴三聖」。

今天（2018 年 5 月 18 日，農曆四月初四）是
佛教中以大智慧著稱的文殊菩薩的聖誕，我們
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個如何在考場上獲得吉祥的
竅訣

折桂祕笈。

中國古代把科舉登第比作「折桂」，希望今天
這份來自大智文殊菩薩的智慧祕笈能夠帶給莘
莘學子征戰人生各類考場的一個助力神器，願
大家的所有考試都有如神助。

其實文殊菩薩不是一般的菩薩，他雖然叫菩薩，
但是他其實早就已經成佛了。《首楞嚴三昧經》
說，文殊菩薩過去早已經成佛，名叫龍種上佛。
在經書裏面講到，他是七佛之師。《文殊千臂
千鉢經》裏面講，五方佛也是文殊菩薩的弟子，
包括毗盧遮那佛都是他的弟子，所以文殊菩薩
可以說是古佛再來，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佛陀。
《華嚴經》說，文殊菩薩「常爲無量億那由他
諸佛之母，無量億那由他諸菩薩師」。

對我來講，學習非常輕鬆，主要是因爲祈禱文
殊菩薩， 還有禪修。通過禪修， 心就不會緊
《大忿怒續》中說：「一切菩薩中，文殊菩薩

張，理解力、記憶力就會提升。所以，學習的

的加持最大。所有佛母當中，具光佛母的加持

效率很高，而且臨場發揮也會比較好，所以考

最快。」

試就變得非常輕鬆了。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智慧，沒有一個人喜
歡自己笨，那麽我們怎樣才能夠真正地得到智
慧？有很多人都是通過努力學習、參加補習，

第二個案例也是我自己的一個案例。2015 年

或者是多看書，這樣能不能開智慧？有的時候

10 月，我在日本比叡山參加法華大會廣學豎

不太好說，你可能非常辛苦，卻不一定會開智

義的考試，這個難度是很大的。我就是每天修

慧。

文殊菩薩的修法，念文殊菩薩心呪，作禪修，
最後順利通過這個考試，也取得了一個比較好

但如果你能祈禱文殊菩薩，在祈禱文殊菩薩的

的成績。

前提下再去讀書學習，那就會開智慧了。麥彭
仁波切曾經說：「任何人只要憶念文殊菩薩，

我當時也有很多發願，希望能夠通過在比叡山

就能開啟世間出世間一切智慧之門。」就是說

的學習，能夠把殊勝的佛法都學習回來、傳承

世出世間的智慧都可以通過文殊菩薩的加持而

下去，能夠利益衆生，確確實實也有這樣的發

得到。

願。

所以，今天給大家講講如何得到文殊菩薩的加

然後我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大家都知道王陽明

持，如何在考試中得到好的結果。關於這個主

先生有這樣一句話：「世人以落第爲恥，我卻

題，很多人以爲是針對學生而講的，其實不是

以落第動心爲恥。」我想，我也要向他學習。

的，我覺得所有的人都需要聽一聽。因爲我們

當時很多人都覺得我可能通不過，因爲我可以

要開智慧，要實現自己的心願，都需要這些殊

說是一千多年來第一位參加這個考試的中國大

勝的修法；而且孩子考試，不僅僅是孩子自己

陸人士，確實難度是比較大的。我當時就調整

的事情，父母親、家裏人怎麽來幫助他考得更

好自己的發心和心態，我覺得即使真的通不

好，這也是我們會講到的。

過，其實也沒什麽，這個過程我努力了、學到
了，這就可以了。

第三個案例是前幾年我在新加坡的時候，寧波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就用祈禱文殊菩薩、打坐禪

有八位學生到新加坡去考托福。剛好他們知道

修的方法讓學習效率非常高。在極不用功的情

我在新加坡，就過來坐坐，我也跟他們分享了

況下還能考到中等，而且每次考試我都是第一

我考試的一些方法。聽了以後，有七個孩子照

個走出考場。

著做了，他們都念文殊心呪，禪修，最後都通

過了考試。只有一個孩子沒有照著做，結果他
沒有通過。這也是很明顯的一個案例，很明顯
的對比。

第四個案例是我們一個道友的兒子，有段時間
他因爲身體不太好，休學在家。初一後半學期
到初二前半學期都是在外面看病，回到學校時
已經升初三了。本來要讓他休學或者是留級，
但是他的老師很好，他們師生彼此都不想分
開，就上了初三。但他媽媽心裏很沒底，因爲
學籍信息是全國錄入，一旦考不上就沒有補習
的機會，只能上中職了，等於毀了兒子上大學
的路。
兒子學習很困難，因爲中間已經脫節很長時間
了，然後他媽媽就一直祈禱文殊菩薩。這個媽
媽爲兒子念了一百萬遍文殊心呪，在中考前
三四個月開始念，期間兒子每次模擬考試，成
績都在全校的一百多名到兩百多名之間，成績

個人裏面考試的合格率只有 25%，而他平常學

忽高忽低不穩定，但是她每次都是非常虔誠地

習好像不是太用功，最後也沒好好復習。但是

念文殊心呪給兒子回向。最後，很神奇的就是

他這次考試拿到了前幾名，這是很不可思議

她兒子考入了一個重點高中的重點班，在關鍵

的。

時刻超常發揮。我覺得這一百萬遍文殊心呪的
回向還是很有效果的。

他是怎麽考過的呢？就是在考試前一天的晚
上，最後衝刺的時候，他在佛前發了這樣一個

通過這些案例，我們就知道文殊菩薩的加持力

願：「以後每天一定磕 300 個頭頂禮上師三寶，

是真實不虛的。

祈願這次考試能夠通過。」這樣他竟然就考到
了前幾名，很神奇啊！不過呢，他後來跟我懺
悔，就是沒有做到每天磕 300 個頭。這是他給
我寫的懺悔信裏面透露出來的，說明發願還是

這個案例也是我們一位道友的兒子的。其實這

很厲害的，但是可能因爲他沒做到，後面到了

一段是他在 2015 年寫給我的懺悔書當中無意

2017 年又發生危機了。

間透露的他考試的一個過程。
他當時在外國的一個大學裏面上學。6 月份的
有一次數學考試，當時這個考試比較難，幾百

期末考沒有考好，如果 8 月份的補考再不通過

的話，他就要被退學了。所以你看，前面這個

《週易》裏面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發願沒做到，還是不行了。好在他上次剛好聽

就是說，一個家庭能不能出人才，其實跟這個

了我講自己考試的一些經歷，怎麽念文殊心

家庭所積累的善業是有關係的。

呪，怎麽禪修，他就每天都念文殊心呪，每天
起床都做一點禪修。結果出來了， 「真的很

《了凡四訓》裏面有一個案例，有個老太太三

神奇，超出我的預期，」他說， 「考試全都

年免費布施粉糰給一個道人。後來，這個道人

高分通過！」你看，就靠我教他的方法。如果

給她指點了一個風水極好的墳地，因此她家子

他這次考不過就被退學了，連讀書的機會都沒

子孫孫都能夠中榜。她家姓林，有一句話叫：

有了。這是第五個案例。

「無林不開榜。」只要開榜，林家人肯定在上面。
所以說，子孫能夠興旺，其實跟祖先的福德是
有關係的。當然孩子有孩子的業力，但是也不

下面開始給大家正式傳授折桂祕笈。

是說跟父母親沒有關係，跟祖先沒有關係。如
果祖先積德，就會有好的孩子投胎到你家，你

古代科舉高中就叫折桂，我們今天取這個題

根本不用愁，他自己就會考試考得很好。所以

目，也是一個很吉祥的緣起。因爲我在比叡山

祖先積德對子孫是非常有幫助的。

參加廣學豎義考試的時候，正值丹桂飄香。考
試前一天，有個道友折了一枝桂花送給我，我

除了積德積福之外，我們怎樣才能夠在考試當

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緣起， 「折桂」嘛，

中獲得好成績，人生有一個好的前途？接下來

第二天果然還是比較順利的。我們把今天講課

給大家傳授一些密教的修法。

的題目叫做「折桂祕笈」，就是這個原因。
一般來說，密教當中，任何的一個修法，都要
如何讓我們考試能夠順利？我今天就按照佛法

有三個步驟：開白、修法、結願。

當中的一些簡單的方法來跟大家作一些建議。
我講的這些原則、步驟、方法，大家要儘量地
去做。如果做不到全部，最起碼也可以做一部
分，做的多，功德就大；做的少，功德就少一

開白就是發心、發願，就是世俗所說的立志。

點。但肯定有幫助，這是毫無疑問的，肯定是

如果你真的是抱著爲國爲民、利益社會、爲人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類造福的心態去學習、去考試，效果就會不一
樣。發心、發願很重要。

在古代，考試其實是獲得功名的一種途徑。中
國古人講所有的功名都是你命中註定的。佛法

現在很多孩子讀書成績不太好，或者是不喜歡

最偉大的地方是什麽呢？就是可以改命。我們

讀書，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沒有志向，不知道爲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改命的祕訣。不管你命

什麽讀書。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中能不能考得上，你按照我說的方法去做，肯

這也是王陽明先生講的。立了志，你自然就會

定是有助於你的考試，你本來考不上的，可能

有動力。在佛法裏面講發菩提心。我們爲什麽

就考得上了；你本來考得上的，會考得更好。

修行，並且能夠歷經種種的艱辛？其實都是因

爲有菩提心。沒有菩提心，修行、利益衆生都

殊。流傳最爲廣泛的是五字文殊，很多經典裏

沒有動力。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們都要好好地

面都記載了五字文殊，五字文殊真言就是「阿

端正自己的發心

囉跛左曩（讀音：阿 RA 巴匝納）」。

爲了利益一切衆生。實在

發不出這樣的大心，最起碼要想到：我要儘量
用學到的東西去幫助他人。你這樣想也是一個

唐密的傳承裏面，不管是天台密教還是真言密

比較善良的發心。當然有菩提心是最好的，沒

教，一般來說都是前面加「嗡」，真正的文殊

有菩提心你最起碼要有一個善的發心。

真言是後面五個字，前面「嗡」是很多呪語都
一樣的。

發了心、立了志以後，你一定要有個承諾，比
如說，我念十萬遍文殊菩薩的心呪，然後我再

我自己在很多的上師面前都得到過文殊心呪的

做一千件善事，就是爲了達成目標許願行善或

傳承。一般藏傳的傳承都會在最後加上文殊菩

修法，這個很重要。

薩的種子字「諦」。有些傳承念「嗡阿 RA 巴
匝納德」，有些傳承念「嗡阿 RA 巴匝納諦」

許願有很多內容，我可以爲大家介紹幾種：

或者是「嗡阿 RA 巴匝納諦諦諦諦諦……」。
這些其實都可以，你覺得比較喜歡哪種，都可

發心做善行。發願放生、吃素、印經書等等。

以念，沒有問題。但要明白，真正的文殊五字

當然，大家一定要印好的經書，不要印亂七八

真言就是「阿囉跛左曩」。

糟的書， 《大藏經》裏面這些殊勝的經典，
都可以發心去印贈。印贈經書本身就可以消除
業障，增上福報，開智慧。
還有供燈。供燈本身是一種很殊勝的開智慧的

嗡 桑巴喇 桑巴喇 波瑪納薩喇 瑪哈臧巴巴

方法。如果希望孩子考試好的話，孩子可以自

吽帕的 司瓦哈

己發願每天在佛前供燈，一盞、三盞、七盞、
百盞，都可以，每天供一盞也是可以開智慧
的。父母親最好也能夠幫孩子供燈，這是很殊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勝的。在《業報差別經》裏面講供燈有十種功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德，是可以開大智慧、增上福報的。
所有的善行不僅僅學生自己發願，最好是全家

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一起發願。這個力量就更大。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弟子某甲（此處稱自己法名或名字）盡未來際
然後就是念文殊菩薩的心呪，不同的傳承也有
不同的念法，唐密當中文殊菩薩心呪很多：有
一字文殊、五字文殊，還有六字文殊、八字文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弟子某甲 盡未來際 皈依佛竟 皈依法竟 皈依
僧竟
南無善名稱吉祥王如來
南無寶月智嚴光音自在王如來
弟子某甲 盡未來際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南無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

不妄語 不綺語 不惡口 不兩舌 不慳貪 不瞋

南無無憂最勝吉祥如來

恚 不邪見

南無法海雷音如來
南無法海勝慧遊戲神通如來
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

衆生無邊誓願度

福智無邊誓願集

法門無邊誓願學

如來無邊誓願事

南無阿彌陀佛

無上菩提誓願成
南無三國傳燈諸大阿闍梨（3）
南無惠果阿闍梨（3）
南無遍照金剛（3）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

南無聖寶尊師（3）

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

南無神變大菩薩（3）

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

至心祈願 天長地久 即身成佛 密嚴國土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香味觸法，無眼

風雨順時 五穀豐饒 萬邦協和 諸人快樂

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

乃至法界 平等利益

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
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垛，依般若波羅蜜
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一切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我等與衆生 皆共成佛道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
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

祈禱時直接念文殊心呪也是可以的，但我推薦

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

大家最好念這個儀軌。這個儀軌很簡單，但是

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嘎諦嘎諦 巴

功德非常大。

喇嘎諦 巴喇僧嘎諦 菩提司瓦哈
般若心經

修法前大家可以先在佛前作一些供養，比如說
五具足（一香、二燈、二花），三具足（一香、
一燈、一花），或者八供：水、水、花、香、

文殊菩薩五字真言：阿囉跛左曩（讀音：阿

燈、塗、食、樂，都可以。然後就開始虔心祈

RA 巴匝納）

禱，念誦儀軌，念到文殊心呪那裏，你可以根

（出自《曼殊室利童子菩薩五字瑜伽法》）

據時間念誦一百乃至一千遍，然後繼續把後面

的儀軌念完。

聲書裏都有《慈心禪》的引導，你跟著觀修，
九分鐘就可以了。
另外教大家一個簡單的禪修

數息禪：首先

在考試的時候，一般來說，我主張大家做以下

身體坐直，盤腿打坐也好，坐在椅子上也好，

幾件事情：

雙手放在膝蓋上或者是結定印，全身放鬆，保
持專注而覺知。然後我們開始數呼吸，一呼一
吸，數一；再一呼一吸，數二；再一呼一吸，
數三……從一數到十，然後再從一數到十……

時間多， 你可以多念一點心呪；時間少， 念

就這樣去做。你數個五十次、一百次，然後心

一百零八遍，這樣的話，你念一遍儀軌五分鐘

靜下來以後，再去讀書、復習。

就可以了。
每天早上起來作禪修，然後再念文殊心呪，這
兩個是非常管用的。禪修可以讓我們心理素質
變好，學習的效率會比較高。因爲專注，你就
你可以做慈心禪，在我們公衆號和喜馬拉雅有

可以提升理解力和記憶力。

文殊心呪「阿囉跛左曩」 （讀音：阿 RA 巴匝

就對了，但是不要太執著最後的結果。如果考

納）盡可能多念一點。一百遍、兩百遍、三百

試沒有通過，或者沒有得到一個好成績，千萬

遍、一千遍都可以，最少一百零八遍，然後你

不要認爲佛不靈，也許這就是文殊菩薩專門加

再去考試，效果肯定會完全不一樣。

持你的。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考試考第一名的，是
不是最有出息？未必啊，對不對？真的做上了

孩子在考試的時候，父母親、家裏人，最好是

大官是不是最有出息？也未必。考試通過了，

同時爲他念文殊心呪給他回向。孩子考試，很

能不能給你帶來幸福人生，你是不知道的，只

多父母親很著急：「哎呀， 不知道考得怎麽

有文殊菩薩知道，他一定會對你的人生有一個

樣？」其實你擔心也是沒用，你不如在家裏好

最好的安排。他覺得你考過了有助於你得到幸

好地念文殊心呪，祈禱文殊菩薩。你可以邊念

福人生，他一定會加持你的；但是你如果考過

邊觀想文殊菩薩在你孩子的頭頂上給他放光加

了以後會越來越不好，他肯定會加持你不通

持，讓他開智慧，這個就會有用，也許孩子就

過。但是你的福德不會消失的，你所做的所有

會超常發揮，如有神助地考出一個好的成績

善行，念的所有的呪的功德絕對不會消失的，

來。

而且一定會在其他地方以不可思議的方式體現
出來。這一點大家要有信心，所以許願時要有
這樣的一種心態，就是「可許則許」，這是很
重要的。

最好在考試之前一個星期或者是三天，孩子或
者是全家能夠守持八關齋戒來祈福，這個效果
就更好。八關齋戒的功德非常非常地巨大！清
淨業障，增上福報，還會讓你變得神清氣爽。

結願和開白是對應的。在這裏，就是完成許願

有的時候我們昏昏沉沉是爲什麽呢？是因爲吃

中的善行、修法之後，在文殊菩薩前彙報所完

得太多，所以你最好吃得少一點。

成的善行和修法，同時重溫前面立下的誓願，
並作總的回向。

當然，八關齋戒會有一定的難度，你實在做不
到的話，考試之前一個星期吃素我覺得是最起

最後祝我們所有的同學都能夠考到好成績，實

碼的，這樣也可以讓你頭腦比較清醒一點。

現自己的心願，都能夠離苦得樂，最終都能夠
利益衆生。謝謝大家。

還有一點就是良好的心態。我們許願，最後你
要加一句話：「可許則許。」就是說對於考試
結果，我們交給文殊菩薩來決定。你可能覺得
考試通過很重要，但是，只有佛菩薩知道考試
通過對你有沒有真正的好處。你只要盡力而爲

我的母親今年七十五歲了，退休老工人，小學文化程度，一輩子勤
勞善良、節儉持家、安忍慈悲，是我們全家最敬重的觀音老母。

■
作
者
夏
衛
娟

爲什麽我給她老人家設定的微信名叫「觀音老母」呢？這要從她
2013 年春節參加了大恩上師智廣阿闍梨發起的第一次准提觀音真言
共修說起，那也是母親此生第一次在網絡上聽大恩上師開示，第一
次參加佛教共修，第一次開始每天捻著念珠計數，最終她超額完成
了當時共修所要求的最低數：十萬遍，然而卻獲得了世出世間超勝
的功德利益。
母親從 2006 年最初特別反對我學佛，到後來願意每天和我一起在
佛前供燈供水念《心經》，和父親一起參加放生。但是非常堅持的
就是不吃素，而且喜歡每天喝兩口小酒，跟社區老人家們聚會打麻
將。父親一生特別疼愛母親，特別支持母親吃喝玩樂的退休生活，
還總是開玩笑地說：「她屬猴，我屬牛，就讓她好吃好喝好玩吧！

我做她的後勤。」的確，不愛玩的父親倒真像

開示了准提法門的功德之後，大恩上師倡導弟

是一頭牛，每天就喜歡做他的木工，他們老兩

子們 2013 年共修准提心呪，最低十萬遍起就

口的佛檯就是父親邊念著佛號邊手工打造的

可以參加，我和母親都報名參加了。其實我特

呢！

別理解，對於像母親這樣不想吃素、不想持戒
的人來說，和一個像我這樣學佛特別投入的女

2012 年底，我帶著父母親到山清水秀的大理

兒住在一起，她也是非常有壓力的。母親很不

安了家，我們住在蒼山腳下，老兩口特別喜歡

願意被我同化，因爲她不願意放下這些世間的

在社區美麗的山間園林散步，更喜歡在自家小

享受。但是這次她終於願意跟我一起參加共修

院養花種菜，但是不久後就無法盡情享受這樣

了，都是因爲上師的善巧方便、慈悲圓融。

的生活了，因爲母親得了非常嚴重的腰椎間盤
突出症。

在整個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症的過程中，母親慢
慢地開始持誦准提心呪，但是念誦數量並不

母親一直是非常胖的，一米五幾的個子始終保

多。同時我帶著母親尋醫問藥，特別幸運的

持在將近八十公斤的體重，所以得了這個病就

是，就在大理古城三月街，我們看到了一個專

更難以行動。當時去醫院檢查，不僅是有腰椎

治腰椎間盤突出的中醫門診，抱著試試看的心

間盤突出，還有骨質增生、骨刺、骨質疏鬆。

理，母親開始接受這位老中醫的治療，每天喝

醫生說母親這個年齡了，很難治好，也不建議

湯藥、敷膏藥。

手術治療了。
經過大概有七個多月的調理，母親的腰椎間盤
確實，從醫院拿回來的噴的、擦的、吃的藥好

就徹底治好了。真的是徹底哦，到現在已經五

像都沒什麽明顯效果，我很憂心母親的病痛，

年了，再也沒有犯過。這對於一個年過七旬、

勸說她吃素，但是母親說自己絕對做不到的事

肥胖超重的老年人來說，也許不能說是奇跡，

就不要亂發願。就在 2013 年新年的一天，大

但確確實實是萬幸。

恩上師智廣阿闍梨在網絡上開示准提法門，那
天特別開心的是，父母親跟我一起圍坐在電腦

一切都不是無因無緣的，這樣的幸運爲什麽會

邊聽了完整的一課。當時聽到念誦准提心呪可

發生在母親身上？爲什麽那麽巧可以遇到良

以清淨業障、治癒疾病，而且不像是大悲呪等

醫？爲什麽七旬老人的骨病可以痊癒？我覺得

其他呪語那樣需要持戒清淨才能靈驗，准提法

肯定是准提佛母的慈悲救護。儘管母親念呪並

門特別針對末法衆生，特別慈悲惡業衆生，喝

不精進，而且只放生不吃素，只戒殺不戒酒，

酒吃肉一樣可以持誦准提心呪。

母親還是得到了念誦准提心呪的功德利益。

我記得當時大恩上師還講了《顯密圓通成佛心

我想這也是共修的加倍力量。大恩上師常說，

要集》中的一段教言：「此呪能滅十惡五逆一

參加共修是「最合算」的事情，一個人念卻可

切罪障，成就一切白法功德。持此呪者，不問

以得到所有共修總數的功德，希求福報的修行

在家出家、飲酒食肉、有妻子，不揀淨穢，但

人一定要積極參加高僧大德們所倡導的共修活

至心持誦，能使短命衆生增壽無量。迦摩羅疾

動。

尚得除差，何況餘病。」
2013 年參加准提佛母心呪共修的功德不僅使

母親治癒了病痛，而且漸漸增上了她的善根福

父親往生的那一天，母親聽我的話沒有在父親

德和智慧。尤其經過了這五年，的確從母親身

跟前哭一聲，堅強地和我一起爲父親助念佛號

上看到非常大的變化。正如《佛說七俱胝佛母

連續二十幾個小時。父親往生之後的種種瑞相

准提大明陀羅尼經》中所說：「若有薄福衆生

使母親堅信父親已經順利往生到極樂世界了，

無有少善根者、無有根器之者、無有菩提分

母親紀念父親的方式就是天天做早課回向父

者，是人若得聞此准提大明陀羅尼，若讀一遍

親，在佛檯前對父親說讓他在極樂世界好好修

卽得菩提分根器芽生，何況誦持常不懈廢，由

行、早日成佛。母親自己也堅定發願命終一定

此善根速成佛種，無量功德皆悉成就，無量衆

要往生極樂世界，並且給自己增加了很多念佛

生遠離塵垢，決定成就阿耨菩提。」

號的功課。

首先，母親越來越喜歡念呪了，而且對於大恩

就這樣，母親從供一燈一水開始，從參加十萬

上師倡導的一些共修，她也特別願意參加。藥

遍的准提觀音心呪共修開始，漸漸地變成了我

師呪、觀音心呪、大孔雀明王真言……雖然都

們家的觀音老母。在父親往生三週年紀念日

是報最低數，但是她每天都堅持念誦。她也成

裏，我們聽從大恩上師的指導，全家爲父親共

了自己給自己看病的專家，她的方法就是一方

修觀音心呪，母親總是我們全家最精進、念誦

面每天祈禱上師佛菩薩加持，堅持做早課、參

數量最多的。

加共修，一方面用我教給她的艾灸罐理療，還
有和社區老人們一起鍛煉健身。就這樣，母親

母親特別喜歡大恩上師智廣阿闍梨，今年元旦

把幾十年的風濕性關節炎也控制住了，受到身

大恩上師在無錫開法會，母親和姐姐一家都來

體重壓已經變形的關節，現在已經不痛了，而

無錫拜見上師。母親在上師面前也變得像孩子

且走路、上樓都可以輕鬆自如了。

一樣，特別開心地向上師匯報自己的修行，特
別感恩上師對我們全家的慈悲救度，還特別恭

更令我欣慰的是，母親獲得了殊勝的解脫利

敬地把自己抄完的《妙法蓮華經》 《一切如

益。雖然母親沒有什麽聞思，顯現上也不懂什

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等經書供

麽佛法，但是這些年卻越來越有智慧，尤其是

養大恩上師。

心態特別健康。父母親的感情那麽好，然而在
父親往生的事情上，母親並沒有過度憂傷，而

大恩上師非常歡喜地讚歎母親，母親有點害羞

且和我一起爲父親助念往生，特別給力。

地說：「我雖然也修行，但就是愛玩，愛打麻
將，也做不到完全吃素……」上師慈愛地對老

父親在腸癌手術十三年後癌細胞擴散到骨頭、

母親說：「沒關係，你只要好好發願往生極樂

肺部和腸胃。在病重時，父親特別捨不得母

世界，每天做功課念佛念呪，念好了你就去

親，對母親說：「如果我走了，你怎麽辦呢？」

玩，可以的。」

母親特別有正念地對父親說：「你放心，你走
了我還是會好好地生活，我們還會在極樂世界

頂禮感恩大恩上師，您就是大慈大悲的准提佛

相聚，你在那邊給我佔好位置等我，我一定會

母，願您的圓融智慧遍照法界，願您的慈航普

來跟你團聚。」母親的這一番話對父親是多麽

渡一切父母衆生！

地重要，讓父親能及時提起正念，放下對母親
的執著，一心嚮往極樂世界。

■ 作者

鄭舒文

前陣子餵奶，正在長牙的小嬰兒邊吃邊咬，咬

觀世音菩薩啊，千萬不要因此認爲佛菩薩不靈

出了一道深深的傷口，每次餵奶我都痛得齜牙

驗啊，觀世音菩薩肯定正在看著我慈悲地流眼

咧嘴。我試了育兒書上和網上的一些方法，都

淚啊……

不管用，硬生生痛了幾乎一星期。眼看著傷口
越來越大，餵奶越來越痛，我好像沒啥辦法，

想到這裏，我又轉念：既然這樣，那我修一座

「任娃宰割」。

自他相換吧，願所有母乳餵養的媽媽們，所有
的痛苦都由我承受。

那天晚上，正好是百觀音巡禮（上期）圓滿的
日子，上師在網絡上開示了觀音法門的殊勝。

就這樣，心情複雜地對上師、對觀世音菩薩作

上師告訴我們：「觀音法門是非常非常好的一

了祈禱，我又回到床上給孩子餵奶。一時半會

個離苦得樂的法門，是我們當代衆生非常需要

兒並沒有什麽奇跡，痛還是痛的。我一邊感受

的甘露妙藥。」 「好好祈禱觀世音菩薩，就

疼痛，一邊默念：空性的，疼痛是空性的，感

會發生奇跡般的變化。」

受疼痛的我也是空性的；一切都是如夢如幻，
一切都是我的一場無明大夢呀！

聽完開示，我對觀世音菩薩增上了一點點小小
的信心。我想，上師說了，觀世音菩薩大慈大

我想，無論怎樣，我一定要相信上師與觀世音

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我這點皮肉之痛，

菩薩肯定會加持我，我還是不能放棄祈禱。眼

觀世音菩薩肯定有辦法的吧？

看著滲著血的傷口越來越大，我忽然想，傷口
都這麽大了， 算了， 我找個創可貼試試吧，

我「替」觀世音菩薩想來想去，菩薩會以什麽

「死馬當活馬醫」唄。

方式加持我呢？還有什麽辦法可以解決我這個
問題呢？我覺得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只能這麽

沒想到在家裏找到了道友之前送給我的一款

痛下去了（因爲我已經試了好幾種方法）。但

「高科技創可貼」，又薄又輕盈，往傷口上一

是，不管怎麽樣，我還是「裝模作樣」地祈禱

貼，好像獲得了一層新生的皮膚，瞬間就不痛

一下上師，祈禱一下觀世音菩薩吧！萬一有用

了。哇！這個創可貼在家裏囤了這麽長時間，

呢？萬一靈光呢？

我怎麽從來沒想過用一用呢？我怎麽忽然就開
智慧了呢？果然是觀世音菩薩的加持啊！

我一邊祈禱， 又一邊想：上師說了， 可許則
許……萬一真的是我業障深重，這個痛就是重

接下來的第二天，出乎意料地順利。十分嬌氣

報轉輕，一定要這麽痛下去，那我也不要見怪

的我還是很怕痛，但是我忽然就有了各種解決

的方法。大概 24 小時之後，當我再次心情緊

還是要感恩修行路上的這些「小插曲」，雖然

張地哺乳，我發現

事後看起來，好像都是小事情，但是身在其中

太神奇了！我不痛了！

傷口奇跡般地在短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修復！

的時候，痛是很痛的，怕是很怕的，第一時間
生起的往往都是負面情緒。而這種時候，也正

我開心得恨不能發朋友圈「告知天下」，哈哈！

是修行的大好機會：

如道友分享的：「帶個孩子，全靠上師三寶加
持；遇到問題，全靠祈禱上師。」

1. 沉浸在痛苦中，能想到祈禱上師三寶嗎？
2. 如果祈禱了卻「不靈驗」，會因此對佛菩

回想這次育兒路上的小插曲，我知道，在我很

薩退失信心嗎？

痛的時候，我並沒有多少正知正念。我懊惱地

3. 有沒有因爲自己的痛苦，所以想到衆生的

想：不是說好了行持善法，就能生個小娃娃來

痛苦呢？

報恩嗎？說好了來報恩的，怎麽就這麽咬下去

4. 因爲痛苦，所以意識到了原來自己還是把

了呢？

一切執爲實有了嗎？
……

我和閨蜜吐槽小嬰兒的「狠心」，閨蜜說：「對
啊，說好了來報恩，所以先咬一口清淨清淨當

想到省庵大師說：「若以修行爲苦，則不知懈

媽的業障哇！」

怠尤苦。」平時如果能夠堅持不懈行持善法，

好有道理。我怎麽就沒想

到是自己的業障需要清淨？

堅持聞思修，對上師三寶的信心堅定不移，那
還有什麽事需要擔心呢？佛法是我們永恆的依

我又想到這段時間，自己對佛法的一點信心，

靠啊！

還是會時不時地動搖，但是事後認真想一想，
每一次的小坎坷，確實都是上師三寶、諸佛菩

感恩上師，感恩佛法！願自己永不退失對上師

薩的特殊加持。

三寶的信心，願自己遭遇痛苦的時候能夠增上
對衆生的慈悲心！

比如在生下孩子的第四天，醫生告訴我：B 超
結果顯示子宮內還有比較大的血塊，爲了避免

上師三寶、諸佛菩薩

產後大出血，需要刮宮。我顫抖地問醫生：啥

的加持無處不在，不

叫刮宮？醫生說：「就跟墮胎差不多。」怕痛

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

的我一聽就快嚇哭了。

樣，曾經看不懂佛菩薩
的特殊加持？

但是正因爲這一嚇，我整個月子哪怕躺在床
上，都要堅持讀兩遍《藥師經》，只要想起來
自己還有可能被醫生「抓」去刮宮，就趕緊情
真意切地祈禱上師，祈禱藥師佛。就這樣過了
半個月，再做檢查，醫生說：「好了，沒事了，
血塊已經自然排出了。」

我們每個人都想得到快樂、得到幸福，每個人都想有福氣、有功
德，那麽福氣、功德從哪裏來？最殊勝的方法是發菩提心。
如果我們發起菩提心，這個福德有多大？在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
燈論》裏面有這樣的教言：「菩提心福德，其中若有色，充滿虛空
界，福猶多於彼。」菩提心的福報、功德，如果有形狀，就會充滿
整個虛空界，而且比充滿整個虛空界還要大。這個虛空界有多大？
太大了，無邊無際。如果我們能夠發起菩提心，我們得到的福報、
功德，比整個虛空界還要大，可以說是無有窮盡的。它不僅能帶給
我們快樂和幸福，而且能讓我們最終成佛。

Bodhicitta, if it has shape and form, would fill up
and go beyond the entire empty space. How big
We all want joy and happiness. Everyone wants

is the entire empty space? It is extremely big and

to have good fortune and merits. But how do

boundless. If we generate Bodhicitta, the karmic

we cultivate them? The best way is to generate

rewards and merits we cultivate will be greater

Bodhicitta.

than the entire empty space. Such immeasurable
and inexhaustible merits will not only bring us

If we generate Bodhicitta, how much merit

joy and happiness, but will also help us to attain

would it create? It is said in Lord Atisha’s Lamp

Buddhahood eventually.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that the merit of

があるのならば、虚空界に遍満し、それはさ
らに広がるであろう。｣ 菩提心の福報、功徳
私たちは皆、快楽を得たい、幸福になりたい

に形があれば、それは虚空界に充満し、更に

と願い、福運や功徳を持ちたいと望んでいま

虚空界をも超える大きさです。この虚空界は

す。では、福運や功徳は一体どこから来るの

どれほどの大きさでしょうか？限りなく果て

でしょうか？最も殊勝な方法は菩提心を発す

しない大きさです。もし私たちが菩提心を発

ることです。

起できれば、得られる福報、功徳は虚空界を
超えるほどの大きさで、無尽蔵といってもい

菩提心を発心した場合の福徳が一体どれほど

いでしょう。それは単に私たちに快楽と幸福

のものなのか、阿底峡尊者（アティーシャ）

をもたらすだけではなく、最終的に成仏にま

の『菩提道灯論』の中にこのように書かれて

で至らせます。

います。 「菩提心の福徳であるものに形態

「這次發行的《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祕訣》簡體版，可以說是我
們以前第一版的升級版，我們在第一版的基礎上作了很多的補充
和修改，應該說內容上是更加好的。
而且，我在這裏披露了很多很殊勝的修法祕訣，特別是一些比較
了義的祕訣，都在本書後半部分，這是我親自補充進去的。如果
善根福德因緣具足的話，讀這本書也許會開悟啊！所以，希望大
家要再仔細地學習。」
四明智廣

謂：於此世間吉祥、無病，形色美妙悅意、人天
有情恒得守護，世事練達、身爲衆人之尊，精進
修行正法、信解因果，恭敬三寶、孝敬父母。
如果每天早晚我們在家都能唱誦一遍《吉祥經》

簡言之，具辨析世出世間二法之慧眼，功德不

的話，所有的困難都會結束，所有的成功都會

可思議。

到來，所有的心願都能實現。

讀者若能仔細閱讀本書，並實踐這些方法，那
麽，從小而言，有助於獲得個人和家庭的幸福

在佛教祈請護持的唱誦中， 《吉祥經》佔有

吉祥；從大而言，也能對淨化人心、和諧社會

重要的一席之地。當僧人以慈悲心向信衆們念

起到一定作用，順應佛陀「莊嚴國土，利樂有

誦此經，信衆們會得到外在的加持，幫助他們

情」的教導。

遠離邪惡並增長信心。現代科學已證明，誦經
產生的振動頻率益處甚多。

我相信在此悄無聲息地走向崩潰的現代社會
中，哪怕多一個人也好，若有更多的人能夠接

《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祕訣》是佛陀所講的很

觸到智廣阿闍梨釋明的《吉祥經》，並實踐其

殊勝的一部經典

中教誨的話，定會成爲推動社會、國家的強大

祥經》雖然文字很短，只有兩百多個字，但是

力量。

涵蓋了我們工作生活和解脫的種種層面，從世

《吉祥經》的講解。 《吉

間法到出世間法都講到了。
我不敢說我在這本書裏的講解非常好，但是，
應該說對佛陀所宣講的三十八個吉祥的祕訣都
智廣阿闍梨撰寫的此部《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

儘量作了詳細的講解，而且裏面也包含了佛法

祕訣》是佛陀世尊所證悟的智慧，同時又是基

很多的基礎知識。

於佛教深奧的教義精髄，必將成爲我們生命的
指針！

《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祕訣》也可以說是佛教
入門的一個很重要的讀物，同時也是一個佛法
的概論。
如果大家仔仔細細閱讀，對佛法會有一個基礎

《吉祥經》之功德：

的認識，同時也知道如何運用佛法來指導我們
的工作和生活，最終走向解脫。

《一生吉祥的三十八個祕訣》第一版由廣州花

近年也有一些地方，舉辦此書的小型讀書會，

城出版社在 2011 年 6 月發行，第二版（繁體

以書會友，共同進步。我們也收到了一些學習

字版）由臺灣橡樹林文化在 2017 年 6 月發行。

感言：

我們在網絡購書平臺摘錄了一些讀者感言：
「以前做了不吉祥的事情，現在好好學習吉祥
此書內容平實易懂，實用，操作起來也不困

的祕訣，以後會慢慢吉祥的。」

難，且很有效！如果能夠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起定期地學習書中的部分內容更是很妙

「事情發生的時候，還會像以前那樣處理問

啊！此書真的很好！在這個時代能覓到這種實

題，但是，冷靜下來想起來書裏的內容，開始

用又非常有效的立志書籍真是幸中之幸啊！

對照檢討自己。以後希望可以提前想到。」

看後才知道真正的吉祥是什麽。原來自認爲的

「自從走出校園，走向社會，再也沒有一個可

所謂的吉祥，確實如書中所說：需依賴外緣、

以問問題、找答案的對象，生活總是摸石頭過

短暫、有很大的副作用……

河，有時候甚至會去找個算命先生打一卦，就
是這麽迷茫和無助。自從有了《一生吉祥的

如果我們從小就知道這些的話，人生要重新譜

三十八個祕訣》，如同有了諸葛亮的錦囊，遇

寫了……

到什麽事，在這 38 個祕訣裏找找答案，生活
有了依靠，真的會越來越吉祥。」

如果有幸年紀很小就了知書中的智慧的話，那
他的人生一定非同尋常……

「向各位推薦一個『佛系打卦法』。我喜歡把
這本書帶在身邊，遇到問題，就讓自己先等一

每個人都希望一生可以吉祥如意。可怎樣才能

等，喝杯熱水，靜一靜，祈禱佛陀加持，然後

獲得？書中告訴您答案。只要您照著做，就會

隨機打開這本書的某一頁。很神奇，這時候我

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吉祥如意！願您吉祥如意！

所看到的吉祥祕訣，常常完美地回答了我的困
惑。這個方法我試過很多次，推薦大家嘗試使

買了一本剛看幾頁，當見面禮送給朋友，再買
卻沒貨了！！！都等了三個月了！！！

用！」

■ 記者

胡玉英 吳靜

2018 年 5 月 1 日，農曆三月十六，是准提佛母聖誕。爲了祈
禱正法久住，法界災障消除，國家平安吉祥，一切衆生都能離
苦得樂。同於往年，一乘顯密佛教中心與中國河南准提寺聯合
舉辦了爲期兩天的「准提寺護國息災法會」。這是一乘顯密佛
教中心與中國河南准提寺連續第八年聯合舉辦准提法會。
法會同時開通了全球網络直播，使全球綫上同修道友們和當地
現場信衆同沾法喜，共獲法益。
河南省准提寺始建於唐朝，由密教祖師惠果阿闍梨發起創建，
是弘揚漢傳准提密法的寺院。准提佛母被認爲是觀世音菩薩的
化身，密號最勝金剛，又稱降伏金剛，是中國漢傳佛教界和日
本佛教界中極爲重要的一位本尊。
准提寺悟然法師與一乘顯密佛教中心李金勇、劉雪峰等諸位老
師協同義工們共同組織了這次護國息災法會。
法會第一天上午，首先由封丘縣佛教協會副會長馬衛紅居士和
悟然法師分別爲法會作了致辭，悟然法師爲李金勇、劉雪峰頒
發了准提寺顯密講修院講師聘書。
法會上，李金勇老師爲大衆講述了自 2011 年以來准提寺的發
展歷程。
在悟然法師的帶領下，大衆一起去大殿供養、禮拜准提佛母，
然後回到法會現場，開始了全球網络綫上綫下的法會共修。
下午，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導師、准提寺顯密講修院院長智廣阿
闍梨通過全球網络直播，在 「一乘顯密講修院」網络教室中
講解傳授了唐密准提法略修儀軌，帶領大衆一起共修，並作了
殊勝的准提法門的開示。
阿闍梨開示了漢傳准提法的傳承來源。阿闍梨說：「漢傳密教
的准提法主要有兩個傳承：第一個是來自於善無畏、金剛智、
不空三藏的傳承，主要是由惠果阿闍梨傳承下來的。相對而
言，這個唐密的准提法傳承是比較全面的，有清淨的傳承、清
晰的傳承血脈圖，有系統的十八道次第修持儀軌。而唐密准提

觀音修法最正宗、最完備的傳承就是在日本的

接下來又詳細地講解了造佛塔、禮拜佛塔、清

醍醐寺。另一個就是來自於《顯密圓通成佛心

潔佛塔、供養讚歎佛塔、轉繞佛塔的殊勝功

要集》裏的修法，這個修法儀軌是按照《大乘

德，並且分享了寶篋印陀羅尼塔的感應案例。

莊嚴寶王經》中的次第而修，這部經是在宋代
才被翻譯弘揚開來的。」

法會上，一乘顯密佛教中心贈送了每一位參會
信衆一份精美的殊勝禮品

阿闍梨還開示了准提法的殊勝功德，並以教證

寶篋印陀羅尼

塔。

理證加以說明，講述了幾個古今修持准提法而
獲得加持的感應故事。

藉此殊勝的准提佛母聖誕日，法會發起了爲期
一個月的准提佛母真言共修。願明年再續准提

最後，阿闍梨倡導大家積極參與准提佛母真言

法會，祈願准提佛母加持國泰民安，災害不

的共修，祈禱准提佛母的加持。阿闍梨說：
「我

生，萬邦協和，世界和平，衆生早證菩提！

所得到的真言宗醍醐寺准提法的灌頂傳承是非
常完整、非常圓滿的，今天在網络上給大家傳

2018 年的中國河南大准提寺護國息災法會就

授了最簡略的修持儀軌，未來如果因緣成熟，

此圓滿結束了，期待來年的再次相聚！

我們準備在准提寺給大家面授准提法的手印、
十八道次第等更高級的修法。大家要好好祈禱
准提佛母加持，祈願傳法因緣早日成熟。」
當天晚上還舉辦了精彩紛呈的樂供晚會，上海
琉璃光樂隊進行了友情演出，大家在無比的感
恩和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第一天的法務活動。
法會第二天上午，馬衛紅副會長帶領大衆進行
了一場殊勝的放生活動。
下午，劉雪峰老師通過現場網络直播，爲綫上
綫下參加法會的大衆講解了唐密的觀音法門和
「靈驗應心，無願不滿」的唐密寶篋印陀羅尼
塔法門。
劉雪峰老師聲情並茂地講述了不久前跟隨大恩
上師智廣阿闍梨參加日本百觀音靈場的巡禮之
旅，並詳細地講解了大慈大悲、有求必應的觀
世音菩薩的殊勝功德，分享了古今修持准提法
門的殊勝感應故事。

唐密最重要的本尊修法
日本准胝觀音法大成就者聖寶理源大師血脈嫡傳
真言宗醍醐寺三寶院流之清淨傳承
首次在中國大陸公開傳授

爲欲昌隆漢傳正法，廣利具緣有情，江蘇省無錫市顯雲寺顯密講修
院已於去年圓滿傳講了《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令求法
者深受法益。今再應諸善信誠摯祈請，講修院院長智廣阿闍梨將於
2018 年 7 月 1 日親臨傳授菩薩十善戒與真言宗醍醐寺傳承之「准胝
觀音本尊修法」，以期加速漢傳密教之回傳與興隆，令如來正法久
住世間，廣大佛子道業增上。

准胝觀音修法是唐密最重要的本尊修法。 「准
提觀音」又稱「准提佛母」 「七俱胝佛母」，
是六道觀音中主救人道衆生的觀音化身，傳有
十分殊勝的准提真言，能使行者滅除罪障，增
長福慧， 成就延命、 降魔、 治病、 富貴、 敬
愛、滿願、除災、求子等諸願。准胝觀音不僅
在密教地位非凡，而且與華人佛子因緣極深，
常見於禪宗道場， 同時也深受民間修行者喜
愛。尤有明代袁了凡先生深受准提法的影響而
改命的實例廣爲流傳，乃至其修法歷來爲行者
所重視。
唐代法師地婆珂羅所譯之《佛說七俱胝佛母心
大准提陀羅尼經》中云：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此
陀羅尼滿八十萬遍。無量劫來所造五無間等一
切諸罪皆悉消滅。所在生處皆得值遇諸佛菩
薩。所有資具隨意充足。生生常得出家。具持
菩薩律儀淨戒。恒生人天不墮惡趣。常爲諸天
之所守護。若有在家善男女等誦持之者。其家
無有災橫病苦之所惱害。諸有所作無不諧偶。
所說言語人皆信受。」
「若有薄福衆生。無少善根者。無有根器之
者。無有菩提分法者。若得聞此陀羅尼法。速
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人能常自憶
念。誦持此呪。無量善根皆得成就。」
此次所傳之准胝觀音修法，乃是日本准胝觀音
法大成就者、弘法大師空海徒孫、醍醐寺開祖
聖寶理源大師血脈嫡傳，真言宗醍醐寺派三寶
院流之清淨傳承，一千二百餘年從未傳出醍醐
寺的院牆，此次乃是醍醐寺中僧正智廣阿闍梨
首次在中國大陸公開傳授，因緣殊勝。

智廣中僧正
華人佛教史上首位
真言密教醍醐派總本山醍醐寺中僧正 大阿闍梨
天台密教三部都法大阿闍梨

北京時間 2018 年 7 月 1 日 14：00—17：00

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顯雲路 1 號顯雲寺

不設收費，免費參與

（課程名額 70 位，只針對未接過智廣阿闍梨准提法的師兄們報名）
1、具足正信，已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且發願受持十善戒的佛弟子
均可參加。
2、於接法當日須吃素與戒淫，在家衆請穿著海青、縵衣及攜帶真言
宗念珠，出家衆請穿著袈裟，以示尊重法故。
3、參加活動的佛弟子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並遵守寺
院的規章與各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