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佛法的興旺，很大程度上就在於
佛教各宗派之間的溝通和理解，這一
點很重要。我個人也一直發願，希望
能爲整體佛法的弘揚、溝通和交流作
出一點貢獻，同時也希望大家都能在
這方面作點努力。不僅是佛教，在社
會上，人與人之間，我們也希望大家
都能互相溝通、理解和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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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菩提心爲因。悲爲根本。方便爲究竟。
祕密主。云何菩提。謂如實知自心。祕密主。
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彼法。少分無有
可得。何以故。虛空相是菩提。無知解者。亦
無開曉。何以故。菩提無相故。祕密主。諸法
無相。謂虛空相。
爾時金剛手復白佛言。世尊。誰尋求一切智。
誰爲菩提。成正覺者。誰發起彼一切智智。
佛言。祕密主。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
故。本性清淨故。心不在內不在外。及兩中
間。心不可得。祕密主。如來應正等覺。非青
非黃。非赤非白。非紅紫非水精色。非長非
短。非圓非方。非明非暗。非男非女。非不男
女。祕密主。心非欲界同性。非色界同性。非
無色界同性。非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
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趣同性。
祕密主。心不住眼界。不住耳鼻舌身意界。非
見非顯現。何以故。虛空相心離諸分別無分
別。所以者何。性同虛空。卽同於心。性同於
心。卽同菩提。如是祕密主。心虛空界菩提三
種無二。此等悲爲根本。方便波羅蜜滿足。是
故祕密主。我說諸法如是。令彼諸菩薩衆。菩

提心清淨。知識其心。祕密主。若族姓男族姓
女。欲識知菩提。當如是識知自心。
祕密主。云何自知心。謂若分段。或顯色。或
形色。或境界。若色若受想行識。若我若我
所。若能執若所執。若清淨若界若處。乃至一
切分段中求不可得。祕密主。此菩薩淨菩提心
門。名初法明道。菩薩住此修學。不久勤苦。
便得除一切蓋障三昧。若得此者。則與諸佛菩
薩同等住。當發五神通。獲無量語言音陀羅
尼。知衆生心行。諸佛護持。雖處生死而無染
著。爲法界衆生不辭勞倦。成就住無爲戒。離
於邪見。通達正見。
復次祕密主。住此除一切蓋障菩薩。信解力
故。不久勤修。滿足一切佛法。祕密主。以要
言之。是善男子善女人。無量功德皆得成就。

註：節選自大唐天竺三藏善無畏共沙門一行譯《大毘盧遮
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譯者序
■

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的故事是佛教徒們，不論顯宗密宗，大多耳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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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詳者。在本師釋迦牟尼佛入涅槃後，由於在印度有許多大成就者

■

讀者們將會發現在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中，社會各階層的人士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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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大部分都是屬於平民或是生活窮困的下層階級者，其中不乏

們出現，他們以各種善巧方便來教授大乘法要，調伏眾生，使得大
乘中顯宗和密教的佛法得以宏揚流傳久遠。其中廣爲人知的如龍樹
菩薩、寂天菩薩、提婆菩薩及在密教中的著名祖師提洛巴、納洛巴、
沙拉哈巴等等。吾人深受他們的法教甘露，飲水思源，不能不緬懷
祖師的深厚恩澤。
雖然本書是佛教徒們不可不讀者，但是絕不是說和一般人毫無關
係。事實上，本書中真正感人的並不是祖師們成就有多偉大，而是
讓我們能瞭解到不論我們處境多麼艱難困苦，只要我們能由上師處
得到正確的教授，經由自身的努力修持，都能得到成就解脫。

小偷、賭徒、獵人、鞋匠、裁縫匠、乞丐、賣酒者等等，有傲慢自
大者，有膽小如鼠者，有肥胖到連吃飯都躺著吃者，也有年紀老邁
奄奄一息者。真正是描繪人生百態的浮世巨繪。而這些人在未成就
前，都是具有七情六欲、鮮活蹦跳的活生生的市井小民，這些人物
都存在於我們身邊，矚目即是。然而他們跟我們的最大差別是：他
們經由努力禪修上師的口訣教授，現在已得到解脫成就，能夠來宏
法利益眾生，而我們依然還在世俗痛苦中，有自覺無自覺地和煩惱
搏鬥掙扎。是耶非耶，君自判斷。
佛法的偉大在於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不論我們曾造過多
大的惡業，若能真心發露懺悔，經由上師大悲心的甚深教授，人人

由於自身的努力修持，都有機會能夠得到解

十二、咕嚕香底巴傳

脫，也能夠來幫助別人走上解脫道。

十三、咕嚕登底巴傳
十四、咕嚕札馬力巴傳

佛法的淵深博大，常常令人們摸不著邊，難以

十五、咕嚕嘎卡巴傳

入門。筆者希望經由這麼一本具有故事性、趣

十六、咕嚕龍樹菩薩傳

味性，並且充滿深刻智慧佛理的書籍，能夠真

十七、咕嚕嘎那巴（納波傑巴）傳

正引導許多有心人及有緣人走上自在光明的解

十八、咕嚕嘎拿力巴（聖天菩薩提婆）傳

脫道上。

十九、咕嚕達卡那巴傳
二十、咕嚕那洛巴傳

願眾人都能具有真智慧，能夠每天快快樂樂地

二十一、咕嚕夏力巴傳

生活在當下，當死亡來臨時，能夠歡歡喜喜

二十二、咕嚕提洛巴傳

地往生，了無牽掛，灑脫一生，利人利己。您

二十三、咕嚕札查巴傳

想擁有這樣的智慧和能力嗎？請仔細閱讀品味

二十四、咕嚕巴查巴傳

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傳。

二十五、咕嚕杜甘帝傳
二十六、咕嚕阿卓基傳
二十七、咕嚕嘎拉巴傳
二十八、咕嚕多畢巴傳

敬禮神聖眾上師，

二十九、咕嚕甘嘎那傳

三世諸佛及傳承上師，

三十、咕嚕甘巴拉傳

學行皆爲有成者，

三十一、咕嚕頂嘎巴傳

往昔上師無畏求取最上成就者，

三十二、咕嚕班德巴傳

吾以身語意敬禮蓮足下，

三十三、咕嚕當底巴傳

盧伊巴等八十四大成就者無瑕傳記著。

三十四、咕嚕古古力巴傳
三十五、咕嚕古吉巴傳
三十六、咕嚕達馬巴傳
三十七、咕嚕馬希巴傳

一、咕嚕盧伊巴傳

三十八、咕嚕阿津達傳

二、咕嚕黎拉巴傳

三十九、咕嚕巴哇希傳

三、咕嚕畢魯巴傳

四十、咕嚕那力拿巴傳

四、咕嚕宗比巴傳

四十一、咕嚕布蘇固巴（寂天菩薩）傳

五、咕嚕沙瓦力巴傳

四十二、咕嚕印打菩提傳

六、咕嚕沙拉哈巴傳

四十三、咕嚕梅果巴傳

七、咕嚕吉嘎力巴傳

四十四、咕嚕果達力巴（多傑巴）傳

八、咕嚕米那巴傳

四十五、咕嚕甘巴力巴傳

九、咕嚕果阿嘎傳

四十六、咕嚕札連達拉傳

十、咕嚕卓朗卡傳

四十七、咕嚕拉呼拉傳

十一、咕嚕韋那巴傳

四十八、咕嚕丹馬巴傳

四十九、咕嚕多卡力巴傳
五十、咕嚕梅帝尼傳
五十一、咕嚕山卡札傳
五十二、咕嚕甘帝巴傳
五十三、咕嚕卓吉巴傳
五十四、咕嚕札魯吉傳
五十五、咕嚕葛魯拉傳
五十六、咕嚕魯吉卡傳
五十七、咕嚕拿古納傳
五十八、咕嚕札雅南達傳
五十九、咕嚕巴札力巴傳
六十、咕嚕贊巴卡傳
六十一、咕嚕畢夏拿傳
六十二、咕嚕帝利巴傳
六十三、咕嚕古馬力巴傳
六十四、咕嚕札巴力巴傳
六十五、咕嚕瑪尼巴札傳
六十六、咕嚕梅卡拉傳
六十七、咕嚕噶拿卡拉傳
六十八、咕嚕噶拉噶拉傳
六十九、咕嚕甘大力傳
七十、咕嚕達忽力傳
七十一、咕嚕鄔笛力巴傳
七十二、咕嚕嘎巴拉傳
七十三、咕嚕吉拉巴拉傳
七十四、咕嚕沙嘎拉傳
七十五、咕嚕沙瓦巴噶傳
七十六、咕嚕納卡波笛傳
七十七、咕嚕達力嘎巴傳
七十八、咕嚕布達力巴傳
七十九、咕嚕巴拿哈傳
八十、咕嚕郭卡力巴傳
八十一、咕嚕阿南科傳
八十二、咕嚕拉克希米噶拉傳
八十三、咕嚕沙母達傳
八十四、咕嚕恰力巴傳

弘法大師空海，密號遍照金剛，是真言密教八

何時見大日之光。至若翳障輕重覺悟遲速。機

祖，又是日本真言宗的開山祖師，是日本文化

根不同。性欲卽異。遂使二敎殊轍。分手金蓮

史和思想史上享有至高榮譽的先驅。

之場。五乘並鏕。踠蹄幻影之垺。隨其解毒得
藥卽別。慈父導子之方。大綱在此乎。

1200 年前，大師入唐，不僅將惠果阿阇梨傳
授的真言密教傳回日本弘揚光大，而且把當時

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者。卽是大般若菩薩小心

唐朝領先世界的文化技術帶回日本，利益了日

眞言三摩地法門。文缺一紙。行則十四。可謂

本民眾，也惠澤了世世代代承繼真言法乳的佛

簡而要約而深。五藏般若嗛一句而不飽。七宗

子。包括今天的我們，都是蒙受弘法大師等先

行果歠一行而不足。觀在薩埵則舉諸乘之行

輩祖師的恩惠，而得以再見盛唐文化的璀璨光

人。度苦涅槃則褰諸敎之得樂。五蘊橫指迷

芒，回傳殊勝的唐密法流。

境。三佛豎示悟心。言色空則普賢解頤。圓融
之義。談不生則文殊破顏。絕戲之觀。說之識

4 月 25 日是弘法大師空海的誕辰紀念日，爲

界簡持拍手。泯之境智歸一快心。十二因緣指

了緬懷大師的恩德，我們爲大家帶來了大師撰

生滅。於麟角。四諦法輪驚苦空於羊車。況復

寫的《般若心經祕鍵（並序）》。

二字吞諸藏之行果。

兩言孕顯密之法

敎。一一聲字歷劫之談不盡。一一名實。塵滴
之佛無極。是故誦持講供則拔苦與樂。修習思
惟則得道起通。甚深之稱誠宜可然。余敎童之
次。聊撮綱要釋彼五分。釋家雖多。未釣此
■ 遍照金剛撰

幽。翻譯同異顯密差別。並如後釋。或問云。
船若第二未了之敎。何能吞三顯之經。如來說

文殊利劍絕諸戲

覺母梵文調御師

法。一字含五乘之義。一念說三藏之法。何況

眞言爲種子

含藏諸敎陀羅尼

一部一品何匱何無。龜卦爻蓍含萬象而無盡。

無邊生死何能斷

唯有禪那正思惟

帝網聲論吞諸義而不窮。難者曰。若然前來法

尊者三摩仁不讓

我今讃述垂哀悲

匠何不吐斯言。答。聖人投藥隨機深淺。賢者
說默待時待人。吾未知蓋可言不。言不言不

夫佛法非遙。心中卽近。眞如非外。棄身何

言。不言言之。失。智人斷而已。

求。迷悟在我。則發心卽到。明暗非他。則信
修忽證。哀哉哀哉長眠子。苦哉痛哉狂醉人。

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者。就此題額有二

痛狂笑不醉。酷睡嘲覺者。不曾訪醫王之藥。

別。梵漢別故。今謂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者。胡漢雜舉。說•心•經三字漢名。餘九

空。至亦復如是是也。建立如來卽普賢菩薩祕

字胡號。若具梵名曰

號。普賢圓因以圓融三法爲宗。故以名之。又

。初二字圓滿覺者之名。次二字開悟

是一切如來菩提心行願之身。頌曰。

密藏施甘露之稱。次二字就大多勝立義。次二
字約定慧樹名。次三就所作已辯爲號。次二據

色空本不二

事理元來同

處中表義。次二以貫線攝持等顯字。若以總義

無礙融三種

金水喻其宗

說。皆具人法喻。斯則大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之
名。卽是人。此菩薩具法曼荼羅眞言三摩地

二絕者。所謂無戲論如來三摩地門是也。是諸

門。一一字卽法。此一一名皆以世間淺名表法

法空相至不增不減。是言無戲論如來。卽文殊

性深號。卽是喻。此三摩地門。佛在鷲峯山。

菩薩密號。文殊利劍能揮八不絕彼妄執之心

爲鶖子等說之。此經數翻譯。第一羅什三藏

乎。是故以名。頌曰。

譯。今所說本是。次唐遍覺三藏翻。題無佛說

八不絕諸戲

文殊是彼人

摩訶四字。五蘊下加等字。遠離下除一切字。

獨空畢竟理

義用最幽眞

陀羅尼後無功能。次大周義淨三藏本。題省摩
訶字。眞言後加功能。又法月及般若兩三藏

三相者。所謂摩訶栴多羅冒地薩怛嚩三摩地門

翻。並有序分流通。又陀羅尼集經第三卷說此

是也。是故空中無色至無意識界是也。大慈三

眞言法。經題與羅什同。言般若心者。此菩薩

昧以與樂爲宗。示因果爲誡。相性別論。唯識

有身心等陀羅尼。是經眞言卽小心呪。依此心

遮境。心只在此乎。頌曰。

眞言得般若心名。或云。略出大般若經心要故
名心。不是別會說（云云）所謂如有龍之蛇鱗。

二我何時斷

三祇證法身

此經總有五分。第一人法總通分。觀自在至

阿陀是識性

幻影卽名賓

度一切苦厄是。第二分別諸乘分。色不異空至
無所得故是。第三行人得益分。菩提薩埵至三

四二者。唯蘊無我拔業因種是也。是卽二乘三

藐三菩提是也。第四總歸持明分。故知般若至

摩地門也。無無明至無老死盡。卽是因緣佛之

眞實不虛是也。第五祕藏眞言分。

三昧。頌曰。

至

是也。第一人法總通分有五。因•行•證•
入•持是也。言觀自在能行人。卽此人本覺菩

風葉知因緣

輪迴覺幾年

提爲因。深般若能所觀法。卽是行。照空則能

露花除種子

羊鹿號相連

證智。度苦則所得果。果卽入也。依彼敎人智
無量。依智差別時亦多。三生三劫六十百妄執

無苦集滅道。此是一句五字卽依聲得道之三

差別。是名時。頌曰。

昧。頌曰。

觀人修智慧

深照五衆空

白骨我何在

青瘀人本無

歷劫修念者

離煩一心通

吾師是四念

羅漢亦何虞

第二分別諸乘分亦五。建•絕•相•二•一是

五一者。阿哩也嚩路枳帝冒地薩怛嚩之三摩地

也初建者。所謂建立如來三摩地門是。色不異

門也。無智至無所得故是也。此得自性清淨如

來。以一道清淨妙蓮不染。開示衆生拔其苦

問。陀羅尼是如來祕密語。所以古三藏諸疏

厄。智舉能達。得名所證。旣泯理智。強以一

家。皆閉口絕筆。今作此釋。深背聖旨。如來

名。法華涅槃等攝末歸本敎。唯含此十字。諸

說法有二種。一顯二祕。爲顯機說多名句。爲

乘差別智者察之。頌曰。

祕根說總持字。是故如來自說

字

字等種種

義。是則爲祕機作此說。龍猛•無畏•廣智等。
觀蓮知自淨

見菓覺心德

亦說其義。能不之間在敎機耳。說之默之。並

一道泯能所

三車卽歸默

契佛意問。顯密二敎其旨天懸。今此顯經中說
祕義不可。醫王之目觸途皆藥。解寶之人礦石

第三行人得益分有二。人•法是也。初人有

見寶。知與不知。何誰罪過。又此尊眞言儀軌

七。前六後一。隨乘差別薩埵有異故。又薩埵

觀法佛金剛頂中說。此祕中極祕。應化釋迦在

有四。愚•識•金•智是也。次又法•四。謂因•

給孤園。爲菩薩天人說畫像壇法眞言手印等。

行•證•入也。般若卽能因能行。無礙離障卽

亦是祕密。陀羅尼集經第三卷是。顯密在人。

入涅槃。能證覺智卽證果。如文思知。頌曰。

聲字卽非。然猶顯中之祕。祕中極祕。淺深重
重耳。

行人數是七

重二彼之法

圓寂將菩提

正依何事乏

我依祕密眞言義

略讃心經五分文

一字一文遍法界

無終無始我心分

第四總歸持明分又三。名•體•用。四種呪明

翳眼衆生盲不見

曼儒般若能解紛

舉名。眞實不虛指體。能除諸苦顯用。舉名

灑斯甘露霑迷者

同斷無明破魔軍

中。初是大神呪聲聞眞言。二緣覺眞言。三大
乘眞言。四祕藏眞言。若以通義。一一眞言皆

般若心經祕鍵

具四名。略示一隅。圓智之人三卽歸一。頌曰。
于時弘仁九年春。天下大疫。爰帝皇自染黃金
總持有文義

忍呪悉持明

於筆端。握紺紙於爪掌。奉書寫般若心經一

聲字與人法

實相具此名

卷。予範講讀之撰。綴經旨之宗。未吐結願
詞。蘇生族于途。夜變而日光赫赫。是非愚身

第五祕藏眞言分有五。初
二

舉 緣 覺 行 果。 三

勝 行 果。 四
圓 行 果。 五

顯 聲 聞 行 果。

戒德。金輪御信力所爲也。但詣神舍輩。奉誦

指諸 大乘最

此祕鍵。昔予陪鷲峯說法之莚。親聞是深文。

明眞言曼荼羅具足輪

豈不達其義而已。

說上諸乘究竟菩提證入

義。句義如是。若約字相義等釋之。有無量人

入唐沙門空海上表

法等義。歷劫難盡。若要聞者依法更問頌曰。
眞言不思議

觀誦無明除

一字含千理

卽身證法如

行行至圓寂

去去入原初

註：經文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7 冊，續經疏

三界如客舍

一心是本居

部二，2203A，日本空海撰，般若心經祕鍵（1 卷）。

日本天台宗開祖傳教大師最澄，近江滋賀人，
俗姓三津首。大師之所以成爲一代宗師，弘傳
佛法，廣利衆生，相信和他的「發弘法之心，
起利生之願」是分不開的。
2019 年 6 月 4 日（農曆五月初二）， 是傳教
大師的圓寂紀念日。爲了緬懷祖師的恩德，追
隨祖師的足跡，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傳教大師的
發願文，讓我們像大師一樣發心、修行、成
就、度化衆生。

悠悠三界。純苦無安也。擾擾四生。唯患不樂
也。牟尼之日久隱。慈尊月未照。近於三災之
危。沒於五濁之深。加以。風命難保。露體易
消。草堂雖無樂。然老少散曝於白骨。土室雖
暗迮。而貴賤爭宿於魂魄。瞻彼省己。此理必
定。仙丸未服。遊魂難留。命通未得。死辰何
定。生時不作善。死日成獄薪。難得易移其人
身矣。難發易忘斯善心焉。是以。法皇牟尼。
假大海之針。妙高之線。喻況人身難得。古賢
禹王。惜一寸之陰。半寸之暇。歎勸一生空
過。無因得果。無有是處。無善免苦。無有是
處。伏尋思己行跡。無戒竊受四事之勞。愚癡
亦成四生之怨。是故。未曾有因緣經云。施者

生天。受者入獄。提韋女人四事之供。表末利
夫人福。貪著利養五衆之果。顯石女擔輿罪。
明哉善惡因果。誰有慚人。不信此典。然則。
知苦因而不畏苦果。釋尊遮闡提。得人身徒不
作善業。聖教嘖空手。於是。愚中極愚。狂中
極狂。塵禿有情。底下最澄。上違於諸佛。中
背於皇法。下闕於孝禮。謹隨迷狂之心。發
三二之願。以無所得而爲方便。爲無上第一
義。發金剛不壞不退心願。
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還不出假（其一）
自未得照理心以還不才藝（其二）
自未得具足淨戒以還不預檀主法會（其三）
自未得般若心以還不著世間人事緣務。除相似
位（其四）
三際中間。所修功德。獨不受己身。普回施有
識。悉皆令得無上菩提（其五）
伏願。解脫之味獨不飲。安樂之果獨不證。法
界衆生。同登妙覺。法界衆生。同服妙味。若
依此願力。至六根相似位。若得五神通時。必
不取自度。不證正位。不著一切。願必所引導
今生無作無緣四弘誓願。周旋於法界。遍入於
六道。淨佛國土。成就衆生。盡未來際。恆作
佛事。

註：根據《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74 冊，2361 部，《願文》，
第 141 頁，續諸宗部五，日本•最澄撰，一卷校對。

智廣阿闍梨講解蕅益大師《淨社銘》

天台宗的弘揚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寫過很多
天台宗的論典，包括《教觀綱宗》《法華經玄
義節要》《法華經會義》等，所以後代天台宗
的傳承弟子把蕅益大師推舉爲天台宗靈峰派的
創始人。
但蕅益大師其實是超越宗派的，他並沒有說自
己只是弘揚天台宗。大師通過參禪大徹大悟，
對戒律非常有研究，密法也非常精通，一生當
中也是念佛求生淨土，提倡以「淨土爲歸」，
也被後人推舉爲淨土宗的第九代祖師。
我覺得蕅益大師的一生給我們很大的啟示。我
們都有必要看一看蕅益大師的年譜，通過年譜
可以全面瞭解蕅益大師的一生。蕅益大師的很
6 月 5 日（五月初三）是蕅益大師的誕辰日。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大師的《淨社銘》，
緬懷大師恩德，向祖師大德學習。

多開示直指心性，非常地殊勝。今天要跟大家
來學習的是蕅益大師最短的著作《淨社銘》。
《淨社銘》是蕅益大師爲淨社寫的學修旨要，
只有四句話十六個字：「持戒爲本，淨土爲歸，
觀心爲要，善友爲依。」

蕅益大師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在明代與蓮池
大師、憨山大師、紫柏大師並稱爲當時的四大
高僧。大師心胸開闊，一生爲振興佛教嘔心瀝
血。他認爲，復興戒律、提倡天台宗才能振興
整個佛教，所以大師深入地修學了天台宗，爲

這四句話十六個字看起來很簡單，但它的含義
非常地深奧。從某個角度來講，可以說這四句
話涵蓋了一切的佛法。爲什麼這樣講呢？我們
先按照它原來的順序跟大家簡單地介紹下字面
的意思。

在諸多法門裡面，佛陀所推薦的最容易能夠讓
我們超越輪迴、超越死亡、獲得解脫的法門就
佛教講，一切諸佛都是因爲戒、定、慧無漏三

是淨土法門，這裡專指的是往生阿彌陀佛極樂

學而成就無上菩提的。首先是戒，戒是基礎，

淨土的法門。

然後戒能生定，定能生慧。
淨土有很多，十方三世每一位佛陀都有他的淨
爲什麼把「持戒爲本」放在第一句？就是因爲

土

東方藥師佛有藥師琉璃世界，西方阿彌

戒律是一切修行的基礎。佛教裡面任何的一個

陀佛有極樂世界……所有的佛都有自己的淨

宗、一個派都需要守持戒律；沒有守持戒律的

土。

話，所有的佛法都是不能建立的。戒律就像造
房子的地基一樣，就像渡過生死輪迴大海的船

往生淨土有些類似移民，移民到不同的國家門

一樣。沒有地基，房子就造不上去；沒有船，

檻是不同的，往生淨土也是一樣。宇宙當中有

就沒辦法渡過生死大海。戒律還像戰爭時候的

無數佛的淨土，去不同淨土的門檻也是高低不

盔甲，沒有盔甲就沒有辦法來保護自己。

同的。有些淨土門檻很高，要修行很好才能夠
往生；有些淨土門檻很低，比如說阿彌陀佛的

戒律有很多功德。在《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

極樂淨土。

裡面說道：「無上菩提以戒爲本，安有棄戒別
求聖道？」無上菩提一定是以戒爲本，如果放

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有個特點，就是它雖然跟

棄戒律的話，哪里還有其他的聖道呢？所以戒

其他諸佛菩薩的淨土一樣莊嚴、一樣清淨、一

律非常重要。

樣圓滿，但是它的錄取分數綫非常低，它的門
檻很低。

《大方廣佛華嚴經》云：「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具足持淨戒，一切如來

釋迦牟尼佛在很多的經典裡面主要推薦的淨

所讚歎。」戒是無上菩提的根本，是我們成佛

土，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包括釋迦牟尼

的地基，如果能夠具足持淨戒，一切如來都會

佛勸他自己的父親也是念「南無阿彌陀佛」求

讚歎。

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我相信走這條路肯定沒
錯，這就叫「淨土爲歸」。

「持戒爲本」是一切諸佛修行的基礎，也是所
有修行人解脫成佛的基礎。

《佛說無量壽經》裡講到，阿彌陀佛有四十八
願，其中第十八願是：「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
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
除五逆、誹謗正法。」如果想要往生西方極樂

解脫成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對根器的要求是不

世界，你只要「至心信樂」，信心非常圓滿，

一樣的。有些法門需要很高的根器才能夠修

然後有「想去西方極樂世界」這個發願，哪怕

學，一般人是沒有辦法修學的，有些法門就比

只念了十聲「南無阿彌陀佛」，又沒有造作五

較方便，對人的根器方面要求比較低。

無間罪及誹謗正法的話，阿彌陀佛都會來接你
到西方極樂世界。可以說這個要求不能再低

了，所以說最容易往生的淨土就是阿彌陀佛的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是中國古代密宗的一部

極樂世界了。

經典，是唐密裡面最重要的經典之一。通過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註》中對唐憲宗所著的

省庵大師在《勸發菩提心文》裡說：
「千經萬論，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的淺註可以知道，

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越於此。」意思是很

這本經典最早是唐高宗時代獅子國（今斯里蘭

多經論裡面最後都導歸西方極樂世界，末法時

卡）供養給大唐的梵文的法本，後罽賓三藏等

代的修行，沒有比這個法門更方便容易的了。

八人在唐憲宗的御詔下翻譯出來，並得到了唐
憲宗的大力讚歎和推崇。

中國淨土宗的歷代傳承祖師都大力弘揚淨土法
門。日本淨土宗很多高僧大德也都是念佛求生

這部經典最後其實講的就是心地法門。 「一

淨土。藏傳佛教也是一樣，恰美仁波切是示現

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就是一切凡夫通

念佛求生淨土的，法王如意寶也講到他一生修

過這個法門就可以直接頓悟成佛，入如來地。

行最重要的兩個法門：一個是大圓滿，一個就

這個法門是什麼呢？就是「觀心」。

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法王如意寶提倡所有的
弟子都必須要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揭示了觀心的重要性。
這部經的《觀心品》中講道：「三界之中，以

可見，「淨土爲歸」是祖師們很重要的修行竅

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

訣。這樣我們就知道了，求生淨土是我們這輩

竟沉淪。」意思是說，輪迴中，或者說整個世

子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法門修得好不好，要

界當中，你的心是最重要的，你的主人就是你

看你的因緣。

的心，你的身體不是你的主人。如果能夠觀
心，就可以究竟解脫成佛；如果不能觀心，就

末法時代，其他的法門要成就很困難，但是淨

永遠在輪迴當中解脫不出來了。所以是輪迴還

土法門是特別殊勝、特別方便的一個法門，大

是解脫的一個關要就是能觀心還是不能觀心。

家必須要作爲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來修。念佛法
門是必須要修的，而且必須要好好地修，臨終

其實所有的法門最後都是要通過觀心來獲得證

的時候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悟的。漢傳佛教的禪宗也是要通過觀心來解脫
成佛。大家都知道達磨祖師是東土禪宗的初祖，
從印度來到中國。達磨祖師在著述《達磨大師
破相論》中說：「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最

「觀心爲要」，可以說是一切佛法的核心。我

爲省要。」達磨祖師說得很清楚，「唯觀心一

們學佛其實就是爲了證悟成佛，那怎樣才能證

法，總攝諸法」，一切的諸法，八萬四千的法

悟成佛呢？其實只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認

門，如果總攝起來是什麼呢？就是「觀心」兩

識自己的佛性。在大乘經典《大乘本生心地觀

個字。如果懂得了觀心，就可以通達一切的法

經》裡面講到「此法名爲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

門，佛陀也是這麼說的，對不對？「能觀心者，

悟法門」，我們怎樣從一個凡夫直接成佛呢？

究竟解脫。不能觀心，究竟沉淪。」佛陀也好，

最殊勝的法門就是觀心。

祖師也好，都說得很清楚，觀心就是所有的佛
法裡面最殊勝、最究竟、最圓滿的。

唐密的經典中，除了《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以

知識，《師心佛心》裡也講得非常地詳細，非

外，在《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又

常地廣泛，裡面的推理非常地嚴密，非常地精

稱《大日經》）裡面也有一句非常精要的話：

確。如果廣講，大家都要去學習智圓法師的《如

「云何菩提？謂如實知自心。」真正的菩提、

何依止善知識》，就是《菩提道次第廣論》裡

真正的覺悟其實很簡單，就是如實地知道自己

面最前面的部分；然後學習《師心佛心》。這

的心。那怎樣才能夠如實地知道自己的心呢？

些對如何依止善知識作了最爲詳盡的解釋，今

就是要觀心。菩提的定義就是「如實知自心」，

天只是概略地跟大家談一談如何依止善知識。

通過觀心就可以如實知自心，可以說這就是唐
密當中最精髓的教法了。

在佛經裡面也講到很多如何依止善知識的教
言。在《華嚴經》裡面，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

漢傳佛教中的圓教最終的教法也是觀心，特別

實就是依止善知識的過程，經中有很多教言講

是天台圓教，更註重觀心。智者大師圓寂之前

到善知識的重要性。《華嚴經》云：「善男子！

曾著有一篇論，特別殊勝，叫《觀心論》，就

菩薩由善知識任持，不墮惡趣；由善知識攝受，

是講「觀心」，是天台圓教最殊勝的法門。通

不退大乘；由善知識護念，不毀犯菩薩戒；由

過觀心就可以證得圓頓止觀，可以速得成佛，

善知識守護，不隨逐惡知識；由善知識養育，

所以天台宗，特別是天台圓教也是把觀心作爲

不缺減菩薩法；由善知識攝取，超越凡夫地；

最終極的法門。

由善知識教誨，超越二乘地；由善知識示導，
得出離世間；由善知識長養，能不染世法；由

在藏傳佛教中，大手印、大圓滿也是用觀心的

承事善知識，修一切菩薩行；由供養善知識，

方法獲得證悟的。如果學過大手印、大圓滿就

具一切助道法；由親近善知識，不爲業惑之所

知道，修大手印、大圓滿最重要的方法也是觀

摧伏；由恃怙善知識，勢力堅固，不怖諸魔；

心，以心觀心，這方面有很多祖師大德的開示

由依止善知識，增長一切菩提分法。」

以及教證、理證。蓮花生大師的伏藏法裡面那
些最究竟了義的法，都是觀心的竅訣。

釋迦牟尼佛在《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裡
面講到自己過去生中做國王的時候，爲了求得

所以從上面這些教證可以看出來， 「觀心爲

大法，當時是如何依止阿私仙的。經云：「時

要」其實是一切佛法的精髓。

王聞仙言，心生大喜悅，即便隨仙人，供給於
所須，采薪及菓蓏，隨時恭敬與，情存妙法
故，身心無懈惓。普爲諸眾生，勤求於大法，
亦不爲己身，及以五欲樂。故爲大國王，勤求

修行怎樣才能夠順利，沒有違緣？就是要善友

獲此法，遂致得成佛，今故爲汝說。」這部分

爲依。 「善友」在有些地方翻譯成「善知識」，

內容其實就是完美依止善知識的一個典範。

其實善知識就是善友。比如說藏傳佛教中的
「格西」，其實就是善友的意思，也就是善知

在《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裡面佛陀

識的意思。

也講到善知識的重要性。「爾時，雲雷音宿王
華智佛告妙莊嚴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

《菩提道次第廣論》裡面專門講到如何依止善

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

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

是在佛經裡面普遍存在的說法。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王！當知善知識者是
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

佛陀在《三品弟子經》裡面也講到，弟子有上

三菩提心。」

中下三品，最殊勝的弟子就是要視師如佛，把
上師觀爲佛陀。 「阿難問佛言：『優婆塞學道，

不管是《華嚴經》還是《法華經》，佛陀都講

有上、中、下輩。願佛解之！』」 「菩薩法

到了如何依止善知識，佛陀在《善恭敬經》裡

者，教授一切，使入般若波羅蜜，解漚惒拘舍

面也講到如何恭敬承事善知識，經云：
「阿難！

羅，得薩芸若慧。當知是人作行來久，是過去

凡有師者，隨在誰邊學四句偈，或聽、或讀、

佛時人，供養師父如佛無異。如是行者，爲上

或問、或諮一四句等，是即爲師。時彼學者於

優婆塞、優婆夷也。」

其師所，常起恭敬尊重之心，若不如是，名不
敬者，亦不名住正行之者。」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文殊師利！我涅
槃後後五百歲法欲滅時，若有法師受持讀習解

佛陀在《般舟三昧經》裡面講到了要視師如佛。

說書寫此心地經眾經中王，如是法師與我無

「佛告颰陀和：欲學是三昧者，當敬於師，承

異。」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在最後也講到

事供養，視當如佛。視善師不如佛者，得三昧

要視師如佛，就是認爲真正能夠傳授《大乘本

難。」所以視師如佛不是藏傳佛教獨特的說法，

生心地觀經》的法師、阿闍梨跟真正的如來沒

有區別。

在宗喀巴大師的傳統裡面把如何依止善知識放
在了前面，所以《菩提道次第廣論》第一個部

佛陀親口講的這些經典都有講到如何依止善知

分就是講如何依止善知識，然後再講下士道、

識，祖師的論典對如何依止善知識講得也非常

中士道和上士道。其他很多派別都把依止善知

多。在漢文《大藏經》論集部的《馬鳴菩薩集》

識的教授放在中間，因爲一下子對別人要求太

裡面就有《事師法五十頌》，可見，《事師法

高，很多人就受不了，不學了，所以要慢慢到

五十頌》並不僅僅是藏傳佛教獨有的。日本真

有了一定的認知的時候，再講如何依止善知

言宗的開創者弘法大師空海，專門寫過一部著

識。

作叫《金剛弟子儀》，講的是作爲一個金剛乘
的弟子應該如何對待傳法的阿闍梨。

比如《大圓滿前行引導文•普賢上師言教》裡
面，就是把這部分教授放在中間。先是講暇滿

所以，任何一個傳承，其實都講到了如何依止

難得、壽命無常、因果不虛、輪迴痛苦、解脫

善知識，因此，如何依止善知識是非常重要

殊勝，然後再講依止上師，後面是皈依，發菩

的。我們從學佛開始一直到圓滿成佛，都不能

提心，金剛薩埵懺罪法，供曼扎，最後是上師

夠離開如何依止善知識的學習，但不同的傳承

瑜伽。

觀待眾生的根器不同，把如何依止善知識的學
習放在了不同的階段。

其實這就是根據眾生的根器來安排的，眾生根

器好，應該先學如何依止善知識；眾生根器不

的道友，這種善知識也很重要。因爲只有上師

好，就先不學如何依止善知識，以後根器成熟

沒有道友也沒辦法前進，就像去一個地方只有

了再學。

嚮導沒有同伴，勢單力薄就不容易成功。既有
嚮導，又有一起走上菩提道路的同伴，這樣就

蕅益大師把「善友爲依」放在最後面，說明眾

不會害怕，互相鼓勵，更容易成功。比如半夜

生根器適合這樣的次第學習，他認爲大家對依

三更我們去一個地方，如果只有一個導遊帶一

止善知識（善友）可能都不太容易做得到，所

個人去，一般會覺得有點害怕；但是如果有

以就放在最後了。而宗喀巴大師，他就把如何

一百個人跟你一起去，你就一點都不害怕了，

依止善知識放在了最前面。

所以同行善知識也很重要。

其實這四句都很重要：「持戒爲本」很重要；

第三種叫做教授善知識，就是給我們傳授佛法

「淨土爲歸」很重要；一生中要解脫、即生成

的善知識。這種善知識非常重要，因爲沒有教

就，特別是要降伏煩惱、調伏自己的心，就必

授善知識我們就不可能懂得佛法。一般來講，

須要「觀心爲要」；「善友爲依」其實是從始

如何依止善知識裡面所說的善知識都是指教授

至終都不能夠脫離的一個很重要的修行竅訣。

善知識。

《大般涅槃經》云：「何等爲四？一者，親近

我覺得智者大師關於善知識的解釋是最完備的，

善友；二者，專心聽法；三者，繫念思惟；四

這三種善知識缺一不可。三種善知識都圓滿了，

者，如法修行。」在《大般涅槃經》中講到獲

我們的修行就沒有障礙，就會非常地圓滿。

得大涅槃的四種因，通過這個教言我們知道要
成佛就要做到這四條：第一個依止善友，就是
依止善知識；第二個是聽聞正法；第三個是如
理思惟；第四個是如法修行。這四條做到了就

這四句教言

可以成就大涅槃，也就是成佛。

爲要、善友爲依」，每一句話都很重要，不能

「持戒爲本、淨土爲歸、觀心

說哪一句重要哪一句不重要，都是一樣重要。
智者大師認爲善知識分爲三種：「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阿難說知識得

但如果從修學次第的角度來講，我覺得還是要

道半因緣。佛言。不應爾。具足全因緣。知識

有個次序，我認爲可以這樣來安排：

有三種。一外護。二同行。三教授。」
第一是「善友爲依」。《大般涅槃經》講到成
第一種叫做外護善知識。就是來幫助我們修

佛的四個條件，第一條就是依止善友，因爲沒

行、成辦順緣的人。比如閉關時有義工爲我們

有善友你根本就沒有辦法修行佛法，所以「依

提供飲食、場地等各種服務，能夠讓我們安心

止善友」應該放在第一條。《菩提道次第廣論》

地修行，這就是外護善知識，沒有外護善知識

的順序也是把「如何依止善知識」放在整部論

我們就沒有辦法安心修行。

的第一部分。

第二種善知識叫做同行善知識，其實就是我們

第二是「持戒爲本」。依止善知識以後開始修

行，我們的下手處是什麼？我們的地基是什

個法門，是我們一生當中的歸宿。法王如意寶

麼？其實就是要持戒爲本。我們最終當然是要

曾說過：「對我來說，在一生中所修持的就是

開智慧，證悟空性，解脫成佛，但證悟之前，

無上大圓滿，在臨終時最主要的修法就是往生

肯定首先要持戒， 因爲「因戒生定， 因定發

極樂世界，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修法，麥彭仁波

慧」。所以依止善知識以後首先應該是「持戒

切和我都是這樣。我作爲一個父親，你們四眾

爲本」，把持戒作爲修學佛法一個最重要的基

弟子作爲法弟子、法兒子，也應該學習和跟隨

礎。

我的足跡。」最終，法王如意寶也是示現以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作爲歸宿的。

第三是「觀心爲要」。通過持戒爲本，我們就
可以進入觀心爲要，因爲「因戒生定，因定發

雖然《淨社銘》是蕅益大師爲淨社所寫的學修

慧」。 「觀心爲要」涵蓋了兩個內容：寂止

旨要，但是我們也要以這四句話作爲修學宗

和勝觀。觀心爲要的前提就是首先要有禪定，

旨。這四句話我個人認爲，它已經涵攝了所有

心定不下來就沒辦法觀心，觀之前首先要把心

佛法的精髓，佛法的戒、定、慧三學，以及從

靜下來，這就是寂止。心靜下來以後如果不觀

小乘的四念處到無上光明大圓滿其實都涵攝在

心也沒有用，所以，心靜下來以後就要觀心，

裡面了，包括淨土法門也涵攝在裡面了，如何

就是勝觀。如果能夠觀心爲要，定、慧就都具

依止善知識也涵攝在裡面了。

足了。所以「持戒爲本，觀心爲要」這兩條就
涵蓋了戒、定、慧三學。

當然這四句話含義非常廣，如果每一句話都要
深入解釋，幾個月都解釋不完。比如講「善友

觀心可以調伏煩惱，我們修行其實就是爲了調

爲依」，得把《如何依止善知識》講一遍，《師

伏煩惱，所以從小乘的四念處到天台宗的圓頓

心佛心》講一遍，可能才能把「善友爲依」四

止觀、禪宗，從唐密的「如實知自心」到藏密

個字解釋得透徹；講「持戒爲本」，要把講小

的大手印、大圓滿，其實都是觀心爲要。所以

乘、大乘、金剛乘戒律的《三戒論》全部講一

我們真正的用功之處其實就是觀心爲要。從

遍，估計才能把「持戒爲本」講明白；講「觀

《大念處經》裡面小乘的四念處，一直到阿底

心爲要」，從小乘的《大念處經》一直到無上

約嘎的無上光明大圓滿，核心都是「觀心爲

光明大圓滿的續部全部講完，才能把「觀心爲

要」。如果能夠學修這些觀心的法門，我們就

要」全部講清楚；講「淨土爲歸」則需要將「五

可以調伏煩惱，證悟心的本性，能夠「如實知

經一論」、《淨土十要》等這些甚深經典全部

自心」，就是成佛，也就是《法華經》裡面講

要講一遍，才能講清楚。

的「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所以說， 「觀心
爲要」是修行的核心。

所以今天只能點到爲止了，以簡要的方式一起
來學習一下《淨社銘》這四句十六個字最精髓

第四是「淨土爲歸」。最後我們一生的歸宿是
什麼呢？就是必須要「淨土爲歸」。不論修得
好不好，是否大徹大悟，淨土爲歸都是必須
的。因爲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是我們超越
生死、超越輪迴最簡單、最殊勝、最方便的一

的佛法學修旨要。

■
比
叡
山
行
院

福惠善高，東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科畢業，叡山學院研究科
畢業。比叡山行院院長，延暦寺一山習禪院和雙厳院的住持。

福
惠
善
高
現今，中國隋、唐時期的悔過法要，也只在奈良的諸寺（東大
寺、法隆寺、藥師寺、興福寺等）與延暦寺的修正會、修二會
等的每年行事安排中尚有保留，並隨著時代的變遷形成今日的
作法。

悔過法會

修正會

禮佛頌

法用唄

悔過最初是源於皇極天皇元年（642）爲了求

經過查閱，延暦寺的修正會內容如下：

雨而進行的修法。
禮佛頌、法用唄、散華、梵音、導師表白、後
所謂悔過，是懺悔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於不經意

誓、教化、勸請、回向、錫杖、回向。

間所積累下來的罪障，從而增加自身的福澤，
並且消除國土及國民所有潛在的罪業，祈願萬

首先禮佛頌是使用華嚴經的經文，灌頂時是使

民快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的法會形式。

用三昧戒等。

在中國，大約在梁朝（6 世紀）時期已經開始
舉行這一法會。
日本自 767 年各國的國分寺被命令舉行悔過儀
式以來，在各有力寺院及國分寺，會舉行歷時
7 天的悔過法會。

法 用 唄 是 梵 語 的 pathaka（ 背 誦 者） 或 者 是
bhasa（語言）的音譯。正如「梵唄」字面意

根據法會的本尊的不同，其法會的名稱也各有

思所釋，是用於佛教儀式的聲樂曲的總稱，勝

不同。如果以藥師如來爲本尊時稱爲「藥師悔

鬟經的偈文。

過」，以吉祥天爲本尊時稱爲「吉祥悔過」，
釋迦如來爲本尊時稱爲「釋迦悔過」，觀世音
菩薩爲本尊時稱爲「觀音悔過」。
後來，悔過這一法要行事逐漸衰退，取而代之
的是將修正會、修二會等法要作爲悔過的行事

散華是以撒花對佛進行供養。

舉行。
散華文分爲初段、中段、下段，但只唱誦初段
比叡山延暦寺的總本堂

根本中堂供奉的本

和中段。初段是金剛頂經的經文「願我在道

尊是傳教大師最澄做的藥師如來。因此在延暦

場，香華供養佛」。翻譯是「唯願我在道場，

寺，舉行的是修正會（正月的三天）藥師悔過

用香、花來供奉佛」。中段主要是針對本尊唱

的法要。

誦。

現今，中國隋、唐時期的悔過法要，也只在奈
良的諸寺（東大寺、法隆寺、藥師寺、興福寺
等）與延暦寺的修正會、修二會等的每年行事
安排中尚有保留，並隨著時代的變遷形成今日
的作法。

梵音是八十華嚴經卷十四淨行品文。

內容爲：第一條平等施，第二條發願，第三條
六道智識，第四條三諦修習，第五條道化生，
第六條捨惡持善，第七條邪類遠離，第八條三
惡道消滅，第九條回向發願。
以淨音爲諸佛菩薩誦讀。

錫杖自印度傳來，搖動使其發出鳴響，最早是
爲了驅趕蛇、毒蟲等而使用的，現在佛教中是

表白是導師向本尊傳達法會的宗旨，這是日本

驅魔的代表性道具。

自古以來的作法。
最後，邊誦般若心經邊用鐘、太鼓、法螺貝來
後誓

讚頌本尊，殿堂內的喧嘩到了令人訝異的程
度，授畢午王寶印後結束。
以上爲現今於延暦寺舉行的藥師悔過行事。早
期各句上均標有聲調進行唱誦，如今導師獨唱
的六種回向之前的全部是直接誦讀。

爲祈願神、國家、佛教的安穩、興隆以及眾生
的除災、豐樂而誦。

從中國傳來的悔過行事自 642 年在日本開始以
來，時至今日雖歷經變遷，但是悔過這一行事

教化是創作於平安時代初期，是將佛的教化及

還在持續著。

經典、法會等的功德用日語進行讚頌，祈願能
爲大眾帶來利益。
導師獨唱
勸請，在法事的前半段，招請本尊、諸尊的降
臨，祈願法會的目的能夠得以實現。
導師獨唱
六種回向，祈願參與法事的功德能夠利益到自
己以及自己以外的人。

1.《國史大辭典》 天野達之助
2.《日本歷史大辭典》 山岸常人

導師獨唱

3.《平安時代史辭典》 竹居明男

錫杖，念誦錫杖偈，即九條錫杖經的經文。

4.《聲明辭典》 片罔義道
5.《密教大辭典》 法藏館

邊誦此九條偈邊搖動錫杖。

■
比
叡
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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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恵善高，東洋大学文学部インド哲学科卒業，叡山学院研究
科卒業。比叡山行院院長，延暦寺一山習禅院と雙厳院住職。

福
恵
善
高
現在では、中国の隋、唐代の悔過の行事が、奈良の諸寺（東
大寺、法隆寺、薬師寺、興福寺など）と延暦寺の修正会、修
二会などの年中行事にしか残っておらず、その作法（次第）
も時代の変遷によって今日に至っている。

悔過の行事

修正会

礼仏頌

法用唄

悔過は皇極天皇元年（642）請雨のために修
法したのが最初と考えられる。

さて、延暦寺の修正会を調べると次の通りで
ある。

悔過は、自分の日々の生活における無意識の
内につんでいる罪障と懺悔することによっ
て、自己の招福を願い、また国民と国土すべ
ての無表の罪過を払拭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万
民快楽、風雨順時、五穀成熟を祈願する法会
の様式である。

礼仏頌、法用唄、散華、梵音、導師の表白、
後誓、 教化、 勧請、 回向、 錫杖， 回向とな
る。
先ず礼仏頌は華厳経の文を使用し、灌頂にお
ける三昧戒などに使用される。

中国では、遅くとも梁代（6 世紀）には、行
われたとされた。
日本では、767 年に諸国の国分寺に対して悔
過の実施が命ぜられて以来、有力寺院や国分
寺では、7 日間にわたり、悔過の仏事が行な
われた。

法用唄は梵語の
( 暗誦者 ) あるいは
( ことば ) の音写語。 「梵唄」など
と言われるごとく、仏教儀式に用いられた声
楽曲の総称、勝鬘経の偈文

仏事の対象となる本尊は、薬師如来にあたる
場合は「薬師悔過」、吉祥天にあたる場合は
「吉祥悔過」、釈迦如来は「釈迦悔過」、観
世音菩薩は「観音悔過」と称した。
後に悔過という行事は衰退して、代わって、
修正会、修二会などの行事が悔過の行事とし
て行な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比叡山延暦寺の総本堂である根本中堂の本尊
が伝教大師最澄作の薬師如来をおまつりして
いる。延暦寺では修正会（正月の三ヶ日）薬
師悔過の行事が行なわれている。
現在では、中国の隋、唐代の悔過の行事が、
奈良の諸寺（東大寺、法隆寺、薬師寺、興福
寺など）と延暦寺の修正会、修二会などの年
中行事にしか残っておらず、その作法（次第）
も時代の変遷によって今日に至っている。

散華は花をまき散らして仏に供養する。
散華の文は、初段、中段、下段と分わらる
が、初段と中段とのみ唱える。初段は金剛頂
経の文「願我在道場 香華供養仏」訳「願わ
くば、私は道場にあって 香や花を仏にお供
えしようと思います。」中段は特に本尊に対
して唱える。

梵音は八十華厳経卷十四浄行品の文

6 条捨悪持善、第 7 条邪類遠離、第 8 条三悪
道消滅、第 9 条回向発願

浄音をもって、諸仏、菩薩のために唱える。
表白 導師が法会の趣旨を本尊に伝える
日本古来の作法
後誓

神や国家や仏教の安穏、興隆ならびに、衆生
の除災、豊楽を祈願して唱えられる。
教化 仏の教化や経典、法会などの功徳を和
語で讃え、大衆に化益を施すことを願って平
安初期の時代に作られた。

インドから伝来した鳴らし物で振ってから鳴
らす。元々は蛇や毒虫を追い払うために使用
される。仏教では魔を払うための代表的な道
具。
最後に般若心経を唱えながら、鐘、太鼓、法
螺貝によって、本尊を讃頌しながら、驚顚す
るまでにお堂を喧験し、午王宝印を授かって
終了する。
以上が現在の延暦寺における薬師悔過の行事
である。本来は、それぞれの句に節をつけて
唱えるが、現今では、導師独唱の六種回向以
上すべて棒読みで唱えている。
大陸から伝えられた悔過の行事が 642 年に日
本で始められ、現在にいたり、変せんされな
がらであるが、悔過の行事を営んでいる。

導師独唱
勧請 法要の前半で本尊、諸尊の来降臨を請
い、法要の目的がとげられることを願うこと。
導師独唱
六種回向、法要を勤めたことより功徳を自己
以外にも及ぼすことを願う。
導師独唱
錫杖 錫杖の偈を唱える。九条錫杖経の文

この九条の偈を唱えながら錫杖を振る。
内容は第 1 条平等施、第 2 条発願、第 3 条六
道智識、第 4 条三諦修習、第 5 条道化生、第

1.「国史大辞典」天野達之助
2.「日本歴史大辞典」山岸常人
3.「平安時代史辞典」竹居明男
4.「声明辞典」片岡義道
5.「密教大辞典」法藏館

■
智
廣
阿
闍
梨

大多數的佛經就像是一個會議記錄，裡面包含了時間、地點、人
物、會議內容。一般來說，佛經的開頭都有「如是我聞」，這是什
麼意思呢？
「如是我聞」的「我」是指佛陀的弟子阿難尊者，阿難尊者相當於
會議記錄者，所有的會議他都參加，然後進行詳細的記錄。 「如
是我聞」是阿難尊者說的，意思是「我是這樣聽到的」。當然，所
有的佛經，包括題目、經文，其實都有外、內、密、極密的含義。
「如是我聞」也有很多層的含義，我們在這裡只講外在的含義：
「如是」代表「佛陀就是這樣講的」；「我聞」代表我（阿難）就
是這樣聽到的，我（阿難）一點也沒有改變佛陀的原話。

佛陀的很多經典都是阿難尊者復述出來的。阿難尊者記憶力超群，
佛陀講過的經，他都可以背誦出來。因爲這個特殊的能力和特殊的
因緣，所以他成爲了佛陀的侍者。
不過，阿難是後來才跟隨佛陀的，並不是佛陀一開始講經說法他就
在場，所以當時阿難向佛陀提出一個祈請：讓我成爲您的侍者，不

但您每一次講經說法我都要在場，我以前沒有

記錄整理成文字。跟隨佛陀比較久的這些比

參加的，也請您都要給我講一遍。所以佛陀專

丘，覺得佛陀講的這些智慧太好了，應該整理

門給他全部講了一遍。

出來。現在佛陀已經圓寂，我們不能讓這些智
慧散失，要儘量把它們保存下來，利益後世更

我們現在發心整理開示錄音的道友，其實就像

多的眾生。所以，當時迦葉尊者就召集了五百

當初的阿難尊者所做的工作一樣，不過我們比

阿羅漢專門結集佛經。

阿難尊者多了一樣神器

錄音器。雖然阿難

尊者沒有錄音器，但是他獲得了不忘總持，記

結集佛經的主角是阿難尊者，但是阿難尊者當

憶力非常好，聽過一遍的都記得，所有的佛經

時只是個初果的聖人，還不是四果聖人，並沒

他都可以背出來，一個字都不會遺漏，這是阿

有證得阿羅漢，所以他沒有資格參加佛經結

難尊者了不起的地方。《大智度論•別釋三眾

集。爲此阿難尊者特別著急，因爲他是主角，

義》中說：「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心。」

沒有他，佛經就結集不了，但是他又沒有資格
參加。於是阿難尊者就開始禪修，禪修了整整
一個晚上，最後他實在體力不支了，覺得特別
累，就想先睡一會兒吧，就躺下了。就在他頭

後來佛陀圓寂以後，迦葉尊者（拈花微笑的禪

接觸到枕頭的那一刻就證得了阿羅漢的果位。

宗初祖）發起結集佛經。

可以說阿難尊者是「臨時抱佛腳」

第二天

要結集佛經了，他在前一天晚上證得了阿羅漢
什麼叫結集佛經？因爲佛陀講經時，並沒有人

的果位，所以才有了參加佛經結集的資格。

什麼叫「一時」？這個「一時」非常地奧妙。
有些同學說：「佛經有點問題，爲什麼不寫某
於是，由阿難背誦所有佛陀的開示，其他人做

年某月某日？爲什麼說『一時』？這麼籠統，

記錄，另外還有五百阿羅漢作證。因爲五百個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時候，這個會議記錄有問

阿羅漢是在佛陀各個時期講經現場聽講的人，

題。」

阿羅漢都有神通，可以監督阿難背的是否有錯
誤，結果大家發現阿難一個字都不錯，當時甚

這是你在按照自己的觀點來看問題，但是，佛經

至有人懷疑是不是阿難成佛了。

不是按照某個人的觀點來看問題。爲什麼呢？因
爲佛陀在講經的時候，不僅僅有人類參加，還有

而且阿難尊者的相好莊嚴和佛陀只差一點點，

很多非人類參加，包括動物。大家都聽說過天龍

佛陀有三十二相，阿難有三十相，跟佛陀的相

八部，天龍八部都不是人類，是天上的天神，還

好莊嚴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如果不仔細看都

有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

看不出來。其實阿難尊者當時就是因爲看見釋

羅、摩睺羅伽。所以佛陀在講經說法的時候，現

迦牟尼佛比他更漂亮，他問佛陀相好莊嚴的原

場不僅僅是人類在聽，也不僅僅是當地的人類在

因，佛陀告訴他是修行的緣故，阿難因此才出

聽，還有很多其他地方的，甚至其他世界的生

家。

命，不光是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人，還包括其他佛
的淨土裡面的菩薩也來聽法。

所以，阿難尊者在復述佛法的時候，大家就有
一些懷疑：是不是阿難尊者已經成佛了？還是

所以這個時間怎麼定呢？是按照印度時間呢，

釋迦牟尼佛又回來了？或者是其他的佛到這裡

還是按照天上的時間？每一類眾生，他的時間

來了？大家會有這三種懷疑。

都是不一樣的，外星球的時間肯定跟印度的時
間不一樣，所以不能說某年某月某日。

當阿難尊者講出「如是我聞」的時候，大家就
沒有懷疑了，大家知道阿難尊者是在復述佛陀
住世時所講的內容。這是佛經前面加「如是我
聞」的一個原因。

「一時」還有「機教相投」的含義，是指眾生
的根器跟佛陀的教法能夠吻合的時候。大家感

其實佛陀在圓寂之前囑咐過阿難，今後在記錄

應道交、因緣成熟的時候叫「一時」。當時眾

佛經時開頭要加上「如是我聞」。因爲大家都

生的根器成熟了，佛陀就開始講這個法，這就

知道阿難是「多聞第一」，有歷耳不忘的能力，

是因緣聚合的時候。

所以聽到阿難說「佛陀是這樣講的，阿難我是
這樣聽到的」，大家就不會再有懷疑和爭論了。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今天也是「一時」，也
是因緣聚合的時候到了，所以我們就開始講
《善生經》。
所以這個「一時」，在過去是「一時」，在現
在是「一時」，在未來還是「一時」，這個「一

時」是永恆的「一時」，隨時隨地都會出現這

我們不一樣，須彌山的山頂上是忉利天，忉利

個因緣和合的「一時」，這就是佛法奇妙的地

天一日一夜，相當於我們人間一百年。所以在

方。

天上才過了一日，人間就過了百年。
再比如，四大天王住在哪裡呢？住在須彌山的
半山腰，四天王天的一天相當於人間的五十

所謂的時間，其實是我們假名安立的，哪裡有

年；我們都知道有個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現在

真正的時間呢？我們在不同的維度空間裡面，

住在哪裡呢？住在第四層天

對時間的概念都不一樣。

裡，兜率天的一天相當於人間四百年。

從很多的神仙故事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每一層天的時間都是不一樣的。佛陀講經說法

有故事說，有個人到山裡去砍柴，看到兩個仙

的時候，其實是有各種各樣的天神來聽。四大

人在下棋，看他們下完一盤棋，回來發現人間

天王、忉利天天主、大梵天，各個天的天神都

已經隔了幾代了。天上一日， 人間百年。所

來聽法；還有一些眾生，包括龍族、龍王、阿

以，他看仙人下棋，才看了一局棋，回去已經

脩羅、乾闥婆，都來聽法。每一種生命的時間

過了一百年了，他的孫子都已經很大了，與他

都是不一樣的，所以不能規定幾月幾號。

兜率天的內院

同時代的人已經全部不在了。這種故事在各個
地方都有。

總之，歸根到底就是「一時」，什麼時呢？因
緣和合時。所以大家的福報成熟的時候，佛陀

所以時間和空間都是人的幻覺。愛因斯坦也說

觀察因緣和合的時候，佛陀就開始講授這個教

過：「所謂物質、世界、時間和空間，只不過

法。

是人類的幻覺。」所以哪來的幾月幾日呢？
天台智者大師當時讀誦《法華經》，讀到《藥
王菩薩本事品》中「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羅閱祇耆闍崛山中。羅閱祇是梵文音譯，就是

如來」這一句時，就豁然大悟，進入了禪定的

王舍城的意思，所以羅閱祇就是王舍城。耆闍

狀態。在禪定中，他看到「靈山一會，儼然未

崛山就是靈鷲山，就是釋迦牟尼佛講《法華

散」

釋迦牟尼佛正在靈鷲山，還在講《法

經》的地方。所以這篇經文跟《法華經》是在

華經》呢！這個在《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和

同一個地方講的，時間不一樣，但是地點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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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

者大師衣鉢塔記》中都有記載。那時已經是隋
唐時期，按照道理來說，釋迦牟尼佛已經圓寂
了一千多年，但是當時智者大師看到釋迦牟尼
佛在靈鷲山講《法華經》還沒結束。
不僅時間和空間都是人的一種幻覺，而且不同
維次的眾生都有不同的感受。天上的天人就跟

《法華經》十二句締造幸福圓滿人生
■ 智廣阿闍梨

人喜歡吃一些名貴的藥物，認爲吃這些藥物就
可以健康長壽；有些人喜歡體育運動；有些人
如果想要獲得以上所說的五個方面，我們可以

喜歡練瑜伽；有些人喜歡打太極拳，他們的目

一起來瞭解一下佛陀所制定的居士五戒。如果

的都是爲了健康長壽。那麼，做這些事情的人

你能理解這五戒的精神，你就會知道，五戒就

是不是一定都能健康長壽呢？這個是不一定

是讓我們獲得幸福圓滿人生的因。

的。
據統計，因爲吃藥而產生副作用、引發各類疾
病，甚至導致死亡的人，其實是很多的。做體

我們要想身體健康長壽，它的因是什麼？很多

育運動的運動員也有很多很年輕就猝死的。我

們有個朋友他練瑜伽，別人練完了以後渾身很

偷盜，不要去侵害別人的財物。因爲我們如果

舒服，他練完了以後脖子就扭了。所以瑜伽是

侵佔別人的財產，未來我們自己的財產就會受

不是能夠給你帶來健康？這也是不一定的。

到損失。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因果規律。

那麼什麼是我們健康長壽真正的原因呢？佛陀

因果規律裡講，「所做不失，未做不得」，有

說，就是不殺生，不要去傷害其他生命，尤其

因必有果。就是你身口意所做的一切，你給出

是不能墮胎。

去的一切，最後都會加倍回到你自己身上來。
所以我們如果讓別人的財產受損失，那麼我們

我們爲什麼身體不健康？爲什麼短命？就是因

未來就會貧窮。

爲過去生中殺生、傷害眾生的行爲太多。殺生
得短命多病的果報。現代社會殺業比較重，墮

我們可以去觀察，任何的生意，不同的人去做

胎現象也非常多。如果我們不殺生，而且保護

會遭遇不同的結果。爲什麼會這樣呢？其中最

生命，多放生，這樣就可以得到健康長壽的果

重要的原因是每個人的業力不一樣。如果你過

報。所以你看，我們不傷害一切生命不僅利益

去有偷盜的業力，曾經造成別人財物損失的

了別人，最終其實是利益了自己。

話，你賺錢就不太容易；如果你過去從來沒有
做過偷盜的行爲，相反，你還做過很多的付
出，幫助過別人，供養過三寶，布施過眾生，
那麼你賺錢就會比較容易。這就是一個因果的

我們要獲得財富圓滿，要怎麼做？就是要斷除

規律。這就是爲什麼這個世界上很多很多人做
生意，而結果卻都是不一樣的。
同樣的一個生意，換一個人去做，就會有不同
的結果。前幾年，有一位同學開了一家店，是
做外貿生意的，跟很多外國人做生意，生意一
直非常好。當時，這位同學有一個學佛的朋友
非常非常地貧窮，他一直都很想幫他，於是就
把這家店的店員辭退了，然後讓這位佛友去經
營這個店。然而他這位佛友上班的第一天就發
生了很不幸的事情

剛好全球發生經濟危

機。然後整整一個月都沒有什麼生意。所以你
看，同一個店，同一個生意，不同的人去做，
結果卻不一樣。
爲什麼不同的人做同樣的事情會得到不同的結
果？就是因爲他的業力不一樣。我再講一個成
功的案例。

在中國，往往一條街上會有很多很多家的商

現在這個時代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婚姻輔導課

店。有一段時間，中國的經濟也不是太好，所

程，但是不是一定會有效？不太好說。有的時

以很多商店都生意清淡。有一家店主遇到了我

候，輔導你的人他自己婚姻也失敗了。世間的

們一位學佛的道友。這位道友跟他說：「你要

很多方法有的時候都不太靠譜。很多人說溝通

想生意好，就要多念《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

很重要，教你運用很多溝通技巧跟伴侶怎麼溝

德經》，然後要多作布施，多作供養。」

通，但是最後溝通的結果還是會有成功和失敗
兩種。

這個店主想，反正也沒啥生意，每天閒得慌，
那就念念經吧。他就聽這位道友的，每天念《藥

所以，人跟人之間是不是能夠和諧地溝通，其

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然後也做一些供

實跟溝通的技巧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繫。我記得

養。因爲藥師琉璃光如來曾經發願，要加持一

宗薩欽哲仁波切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世

切稱念「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的眾生，令他

界上不存在『溝通』這件事，只存在『成功的

們現世當中的一切困難都能消除，包括消除一

誤解』和『不成功的誤解』。」

切貧窮。
那麼真正能夠和諧的原因是什麼呢？婚姻幸福
這位店主每天念很多遍《藥師經》，後來果然

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呢？還是這句話

發生了很神奇的事情

決定

他所在的這條街整體

生意都不好，唯獨他家生意越來越好、越來越

一切業

就是你要有和諧的種子，最重要的就

是守持不邪淫的戒律。

好。所以，他對《藥師經》就生起了很大的信
心。這樣的例子不止一個，有很多。

邪淫包括婚外情、同性戀、手淫、意淫等等，
在很多的佛經裡都有這方面的講解。不邪淫就

所以說，在同樣的一個環境當中，我們做生意

是你要對自己、對伴侶忠誠，負責任，而且你

能不能獲得成功，其實還是取決於我們的業力。

不能夠傷害其他人的感情、婚姻。

所以守持不偷盜這條戒律，然後上供下施，多

邪淫的過患非常嚴重，邪淫會讓我們眷屬不如

多種下財富的種子，我們就可以得到財富圓滿

意、夫妻不和諧、第三者插足等等。爲什麼現

的果報。

代很多人都婚姻不幸？就是因爲邪淫的惡業所
導致的。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夠找到自己如意的伴侶？伴

一個人要獲得幸福的人生，除了身體健康、財

侶之間怎樣才能夠和諧相處、幸福美滿、白頭

富圓滿以外，還要有人際和諧的生活。對一個

到老？就是要守持這條不邪淫的戒律。夫妻都

在家人來講，就是要有一個幸福的婚姻、和諧

能守持不邪淫的戒律，互相之間就會有信任，

的家庭。

不會有不和諧的事情發生，婚姻的幸福就有了
可靠的保障。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夠有一個和諧的伴侶？我們
跟伴侶之間怎樣才能保持很和諧的關係？

怎樣才能夠得到美好的聲譽？就是要守持誠

們都應該斷除。

信，不說妄語。
凡是讓我們上癮的東西都會增強內心的執著，
如果我們能夠言出必行，就會贏得他人的信任

執著越多，我們的內心就會越束縛、越痛苦。

和讚歎，我們的信譽就會非常好。不妄語是我

我們應該放下這些執著，這樣內心才會獲得自

們獲得美好聲譽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由和快樂。

現在這個社會，誠信缺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

我們不僅要斷除喝酒、抽煙、吸毒這些惡習，

題。生意、人生爲什麼不成功？很多時候就是

同時還應該種下智慧的正面種子，就是要聞思

因爲講話不算數、經常騙人的緣故。

修行。《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五云：「若離四
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爲四。一者親近善

如果我們能夠斷除妄語的惡業，講任何話都能

友。二者專心聽法。三者繫念思惟。四者如法

夠三思而言，想好再講，做到言出必行、心口

修行。」怎樣才能開大智慧，乃至證悟成佛？

如一，這樣就可以得到別人的信任，建立我們

就是要依止善知識，聞思修行。

的信譽，獲得美好的聲譽。
一個人有了美好的聲譽就有無量的價值，做任
何事情，別人都會信任你，你都會成功。拿做

「持戒清潔，如淨明珠。」持戒是防止種下苦

生意來說，就非常講究誠信，如果你經常不講

的因，沒有苦因就不會有苦果。所以無論我們

信用，那麼最後你一定會失敗的。

在佛教之中接受了哪一種戒律，都應該非常珍
惜，護戒如目，認真持守。
今天在這裡跟大家介紹的主要是佛教最基本的

佛教認爲，外在的財色名利等等給我們帶來的

居士五戒的精神內涵。當然，在別解脫戒中還

快樂是有限的，我們內心的覺悟、智慧和慈悲

有一條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受戒前必須先發

所帶來的快樂才是無窮的。那麼我們要想獲得

起出離心、求解脫輪迴之心，這是很重要的。

內心的覺悟和智慧，要怎麼做呢？就是一定要
斷除智慧的負面種子。

如果需要進一步瞭解五戒詳細的戒相和開遮持
犯等，大家可以參考相關經典和資料，如蕅益

智慧的負面種子是什麼？其中一種就是飲酒。

大師的《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等。如果

大家都知道，酒喝多了以後就會糊裡糊塗的，

能夠找到具有清淨傳承的善知識受戒，當然功

喝酒是讓我們越來越沒有智慧的一種因。

德更大。《佛說大灌頂神咒經》云：「世尊說
言。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營衛護人身。

廣義地來講，所有讓我們上癮或者是產生依賴

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

性的東西，包括抽煙、喝酒、吸毒等，對我們

佛陀說，受持五戒的人，會有二十五位善神圍

的心智其實都是有損害的，我們都要特別小

繞在他左右，守護在他的家宅門戶，晝夜護佑

心。這些對身心沒有利益，會妨礙智慧的，我

著他，令他萬事吉祥。確實，受持五戒會讓我

們獲得非常殊勝的利益，我建議大家可以先瞭
解五戒的具體內容，再根據自己的情況到具德
善知識面前去受持，能持一戒就有一戒的功德。
即使我們還沒有受戒，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遵循
五戒的精神，儘量地不傷害一切眾生，那麼你
的人生就不會有虧心事，就會心安理得。當我
們不斷減少種下苦因，盡力種下樂因，就一定
可以獲得幸福圓滿的人生。
特別是夫妻之間，兩個人一起守持五戒非常有
必要。守持五戒，就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對
方負責，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承諾。在日本，真
言宗、天台宗專門有佛教的婚禮，婚禮當中男
女雙方必須都要受十善戒，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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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
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如果在結婚的時候都能
夠受持五戒或者十善戒，那幸福圓滿的婚姻就
有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五戒是人生幸福圓滿的保障，我們應該大力來
倡導五戒的精神。如果一個家庭所有人守持五
戒，這個家庭就是人間淨土；一個公司所有人
守持五戒，這個公司就是人間淨土；一個國家
所有的人民能夠守持五戒，這個國家就是人間
淨土；整個地球每一個人都守持五戒，那麼地
球就變成了人間淨土。
首先戰爭馬上就沒有了，因爲五戒第一條就是
不殺生，所以當然不需要戰爭，所有的武器都
可以銷毀了。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就應該推行
五戒，每一個人都要從自己開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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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harya Zhiguang

The First Precept: No killing

In order to accomplish success in the
aforementioned five areas,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Five Precepts prescribed by the Buddha.
You will realize that they are the cause of a
fulfilling and happy life if you understand their
essential meaning.

We want to stay healthy and live a long life.
What is the cause for this? Many people often
take expensive medicines or supplements
because they think it’s good for their health,
while others prefer exercise practices such as
yoga or Tai Chi. They do all this with the same

goal—staying healthy and living longer. So,
will these approaches be successful in ensuring
they live a longer, healthier life? No, not
necessaril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of people suffering side effects from medicines
that can result in various diseases or even death.
Many athletes who do a lot of sports also die
young. I have a friend who used to practice
yoga—although people often feel good and
relaxed after doing yoga, he strained his neck
while practicing. So, is yoga guaranteed to keep
you healthy? No, not necessarily.
So, what is the genuine cause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According to the Buddha, it is “no
killing”— this means not hurting other beings,
and especially no abortion.
Why aren’t we healthy? Why are some people
so short-lived? It is because we committed too
many acts of killing and hurting other beings in
our past lives. The karmic results of killing are
illness and a short lifespan. In modern society,
the sin of killing is widespread, and there are
many abortions. If we refrain from killing, try to
protect the lives of other beings, and frequently
practice life release (a traditional Buddhist
practice of saving the lives of beings that were
destined for slaughter), then we will live a
longer and healthier life. So, as you can see, by
not hurting other beings we bring benefits not
only to those beings, but also to ourselves.
The Second Precept: No stealing

What should we do in order to achieve abundant
wealth? We should refrain from stealing, and
should not misappropriate or damage the
property of others. Otherwise, we will suffer the
loss of our own property in the future. This is a
very simple law of causality.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karma, “Whatever
deeds you have done will always have their
effects, while you will never reap what you
haven’t sown.” Every cause brings about an
effect. That is to say, all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body, speech, and mind will eventually
come back to you, with an effect many times
stronger than that you caused to others.
Therefore, if we cause others any loss of wealth,
we will become poor in the future.
We can observe that different people who
are in the same line of business get different
results. Why?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everyone has different karma. If you have
committed the sin of stealing and caused the
loss of others’ property in the past, you will
find it hard to make money. If you have never
committed the sin of stealing in the past but
instead have given a lot to help others and make
offerings to the Three Jewels, then you will
find it easy to make money. This is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This is why so many people
doing business in the world all have different
outcomes.
Likewise, the same business will produce
different results if it is run by a different person.
A few years ago, one of my students opened
up a store that traded with foreigners. His

business was very successful. At that time, he
had a Buddhist friend who was very poor. He
always wanted to help him, so he dismissed the
manager of the store and let his friend run it.
However, on his friend’s very first day at work,
something bad happened—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broke out. As a result, there was almost
no business at all for a whole month. So, as
you can see, these different people who ran the
same business delivered completely different
outcomes.
So, why do different people doing the same
thing achieve different outcome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karma.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case.
In China, there are generally many stores on a
street. There was a time when China’s economy
was not so good, so business was slow for
many stores. One day, a store owner met one of
our Dharma friends. The Dharma friend said to
him, “If you want your business to flourish, you
should recite the Sutra of the Medicine Buddha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often give alms and
make offerings.”
The store owner thought to himself, “My
business is slack right now, and I have a lot of
free time anyway. Okay—I will give the sutra a
try.” So, he took the Dharma friend’s advice. He
recited the Sutra of the Medicine Buddha every
day and made some offerings. The Medicine
Buddha has vowed to bless all the beings who
recite his name so that they may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in their lives, including poverty.

The shop owner recited the Sutra of the
Medicine Buddha many times a day. Then,
something amazing happened—while the other
businesses on his street were still not doing
well, his own business grew better and better.
Therefore, he developed great faith in the Sutra
of the Medicine Buddha. There are many cases
like this.
So, even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whether or
not our business is successful still depends on
our own karma.
Therefore, we will reap the karmic rewards of
abundant wealth by upholding the precept of
no stealing, giving alms and offerings to plant
plenty of seeds of wealth.
The Third Precept: No sexual misconduct
In order to live a happy life, one needs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good health and abundant wealth. For a
layperson, this means he or she needs a happy
marriage and a harmonious family.
How can we find a spouse with whom we
get along well? And how can we maintain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our spouse?
Nowadays, there are various marriage
counseling courses available. Do they always
work, though? This is hard to say. Sometimes,
the counselor who gives you advice may
have failed in his or her own marriage. The
mundane approaches that we often use are not
always reliable. Many counsellors will say that

communi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teach
you how to use a lot of techniques in your
communication with your spouse. However, our
communication still turns out to be successful
only in some cases and unsuccessful in others.
Therefore, whether or not peopl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harmony is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I remember that Dzongsar Khyentse
Rinpoche once said, “In this worl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communication. There
is only ‘successful miscommunication’ and
‘unsuccessful miscommunication.’”
So, what is the true cause of harmony? What are
the real conditions for a happy marriage? The
answer still lies in the fact that karma dictates
everything. In other words, you need the seeds
of harmony to attain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To this e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keep the precept of no sexual misconduct.
Sexual misconduct includes extramarital affairs,
homosexuality, masturbation, sexual fantasies,
and so forth, as explained in many Buddhist
scriptures. “No sexual misconduct” means that
you should be faithful to and responsible for
yourself and your spouse, and avoid harming
the relationships and marriages of others.
Sexual misconduct leads to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including strained relations
between spouses and families, inharmonious
marriages, extramarital involvements, and so
on. Why are so many people unhappy in their
marriages today? It is due to their negative

karma from sexual misconduct.
How, then, can we find a good spouse? How can
couples get along well and live happily together
till the end of their days? The answer lies in
keeping the precept of no sexual misconduct.
If both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uphold this
precept, they will build trus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 will be no discord between them, thus
guaranteeing happiness in their marriage.
The Fourth Precept: No lying
How can we build a good reputation? We must
be honest and avoid lying.
If we can always keep our promises, then we
will earn the trust and admiration of others
and enjoy a good reputation. Hones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arning a good reputation.
Lack of integrity i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in
today’s society. Why do people fail in their
business and personal lives? In many cases, it
is because they frequently break their word and
deceive others.
We can gain the trust of others and build our
credibility and good reputation by refraining
from lying, always thinking twice before we
speak, saying what we mean and meaning what
we say, and honoring our word.
A good reputation has enormous value.
Whatever you do, you will have other people’s
trust, and you will become successful. Honesty
is highly valued in the world of business, for

example. If you always break your promises,
you will certainly fail in the end.
The Fifth Precept: No drinking alcohol
According to Buddhism, external wealth,
sensual pleasures, fame, profit, and so on can
only bring us limited happiness; it is our inner
awakening,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at can
bring us endless bliss. So, what should we do
in order to attain inner awakening and wisdom?
We must get rid of the negative seeds that cause
ignorance.
What are these negative seeds that cause
ignorance? Drinking alcohol is one of them. We
all know that we will become confused after
drinking too much. Drinking alcohol makes us
more and more ignorant.
Broadly speaking, all substances that cause us
to become addicted to or dependent on them
are harmful to our mental health; these include
cigarettes, alcohol, and drugs. We should be
extremely cautious with them. We should get
rid of these things that do no good to our body
and mind and obscure our wisdom.
Everything that makes us addicted to it will
strengthen our inner attachment. The more
attachments we have, the more pain and
constraint we will feel in our hearts. We must
let go of these attachments in order to be free
and happy.
We not only need to rid ourselves of the bad
habits of drinking alcohol, smoking, and taking

drugs, but also to plant the positive seeds of
wisdom—we should listen to, contemplate,
and practice the Dharma. It is stated in Chapter
25 of the Mahaparinirvana Sutra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than the four practices by which
one may attain Nirvana. What are these four
practices? Firstly, one must associate with a
virtuous teacher. Secondly, one must listen
to the Dharma attentively. Thirdly, one must
focus one’s mind on contemplating the Dharma.
Fourthly, one must practice the Way of the
Dharma.” How can we cultivate great wisdom
and attain Buddhahood? The answer is that we
must follow a spiritual teacher and listen to,
contemplate, and practice the Dharma.
Upholding and promoting the Five Precepts,
starting with ourselves
We must “observe the precepts perfectly, like
pure, bright jewels.” The purpose of observing
the precepts is to avoid sowing the seeds of
suffering. Without such seeds, there will be
no fruits of suffering. Therefore, whatever
Buddhist precepts we have undertaken, we
should truly cherish them, sincerely uphold
them and carefully guard against violations, just
as we would protect our eyes from injury.
Today, I have mainly explained the spirit and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Five Precepts for
laypeople—these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disciplines in Buddhism. Of course, one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to Pratimoksha is that
before undertaking it, one should first generate
renunciation to seek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the conditions,
exceptions, prohibitions, observation, and
violation of the Five Precepts in greater detail,
you can refer to the relevant scripture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such as Annotation of
the Sutra of the Upasaka Precepts by Master
Ouyi. Of course, you will gain more merits if
you can take precepts from a spiritual teacher
of a pure lineage. As stated in the Sutra of
the Sacred Dharani of Great Consecration,
“the Buddha said, ‘He who observes the Five
Precepts will be protected by twenty-five
guardian deities who stand guard around him
and at the door of his home day and night, and
give him blessings at all times.’” Indeed, we
will attain supreme benefits by upholding the
Five Precepts. I suggest that you learn about
the Five Precepts first, and then undertake some
or all of them with the guidance of a qualified
spiritual teacher according to your situation.
Upholding any of these precepts will bring you
the corresponding merits.
Even if you have not undertaken the precepts,
you will still have an easy conscience and a
peaceful mind if you can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the Five Precepts and try your best to refrain
from hurting other beings or doing anything
that troubles your conscience. We will certainly
live a fulfilling and happy life if we refrain from
sowing the seeds of suffering and doing our
best to plant more seeds of happines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husbands and
wives to both keep the Five Precepts. By doing
so, they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mselves and
for each other. This is a very good commitment

to their marriage. In Japan, there are special
Buddhist wedding ceremonies in the Shingon
and Tendai traditions, during which both the
bride and the bridegroom must undertake
the Ten Precepts for laypeople—namely, no
killing, no stealing, no sexual misconduct, no
lying, no idle talk, no harsh speech, no divisive
speech, no greed, no hatred, and no wrong
views.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tradition. If
the husband and wife can take the Five Precepts
or the Ten Precepts for laypeople when they get
married, this will lay a very good foundation for
a happy marriage.
The Five Precepts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a
fulfilling and happy life. We should vigorously
advocate for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Five
Precepts. A family will become a pure land
if all its members observe the Five Precepts;
a company will become a pure land if all its
staff observe the Five Precepts; a country will
become a pure land if all its people observe the
Five Precepts; and the whole world will become
a pure land if everyone in it observes the Five
Precepts.
If we can achieve this, war will first of all cease
to exist, because the first of the Five Precepts
is “no killing.” People would certainly not
need to fight in wars, and all weapons could
be destroyed. If we want peace in this world,
we must promote the Five Precepts, starting by
observing them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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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の五つの基準を獲得するために、仏様が

私たちは皆健康長寿を望んでいますが、これは

制定された在家五戒について一緒に学んでい

どうすれば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しょう

きましょう。この五戒の精神を理解すること

か。多くの人は高価な薬を飲み、それが健康長

ができれば、この五戒こそが幸せで円満な人

寿に繋が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運動をする人もい

生を実現させるための因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

れば、ヨガや太極拳に通う人もいます。これら

ご理解頂けると思います。

の人に共通していることは、全員が健康長寿を
望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では、上記の方達

は皆、健康長寿を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し

は非常に単純な因果応報の法則です。

ょうか？そうとは限りません。
因果応報の法則に拠れば、「することはすべ
統計では、薬を飲むことによって副作用を生

て失わず、していないことは得られない」で

じ、様々な疾病を引き起こし死に至る人も少

あり、原因があれば必ず結果を生じるという

なくありません。アスリートの中でも若くし

ことです。あなたが何を行い、何を語り、何

て突然死を迎える人がいます。ある友人がヨ

を思ったか、自分が出したものすべてが、い

ガのレッスンに行きましたが、レッスン後は

つか必ず倍になって自分自身に戻ってきま

皆全身が気持ちよくなるはずなのに、その友

す。ですから、もし私たちが他人の財産に損

人は、逆に首を痛めてしまいました。ですか

失を与えてしまうと、将来は貧しくなってし

ら、ヨガをすれば健康になるとは限らないの

まいます。

です。
よく見てみると、どんなビジネスでも、する
では、私たちが健康長寿になる真の秘訣は何

人によって異なった結果になることがわかり

でしょうか。仏陀の教えによれば、それは不

ます。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 一番大きな原

殺生であり、他の命に害を与えないことです。

因は、一人ひとりのカルマが違うということ

特に、中絶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です。もしあなたが過去に窃盗のカルマがあ
り、他人の財産に損害を与えたことがある場

不健康で、短命の原因はなんでしょうか。そ

合は、お金を稼ぐのが難しいでしょう。逆に、

れは過去生の中で生き物を殺生し、または衆

過去に盗みをしたことがなく、逆に他の人を

生に害を与えた行為が多いからであり、殺生

助け、三宝を供養し、衆生に布施をしたなら、

のゆえに短命と多病の果報になるのです。現

お金を稼ぐのは比較的簡単でしょう。これは

代社会の殺生の業はかなり深刻で、中絶も非

因果応報の法則です。これが、世の中ではと

常に多くみられます。不殺生を守り、かつ命

ても多くの人々がビジネスを行っていても、

を大切にし、沢山放生すれば、健康長寿とい

なぜ人それぞれ結果が異なるのかという疑問

う果報が得られます。すべての生命に傷害を

の答えです。

加えないことは、ただ他人にとって利益にな
るだけでなく、実のところ最終的には自分に

たとえ同じ商売でも、行う人が違えば、やは

利益をもたらすことになるのです。

り異なる結果になります。数年前、ある私の
教え子が貿易会社を立ち上げ、多くの外国人
の顧客がいて、順調にビジネスをしていまし
た。当時、彼とともに仏教を学んでいた、と

経済的に豊かになるために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

ても貧しい友人がいました。彼はずっとその

ょうか？盗みの行為を一切せず、他人の財物を

友人の助け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ので、社

一切侵害しないことです。なぜなら、私たちが

員を解雇して、その友人に会社を経営させま

他の人の財産を侵害すれば、将来私たちの財産

した。しかし、その友人が就任した初日にち

が損失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これ

ょうど世界経済危機が起こってしまったので

す。その後、一ヶ月間全く収益がありません

信心を持ちました。このような例は一つでは

でした。このように、同じ店舗、同じビジネ

なく、他に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スでも、異なる人がすると、異なった結果が
でるのです。

それ故に、同じ環境の中でも、商売がうまく
いくかどうかは、実は私たちのカルマにより

どうして同じことをしているにも関わらず、

ます。

行う人が違えば違う結果になるのでしょう
か？それはそれぞれが持つカルマが違うから

ですから、この不偸盗の戒律を守り、よく布施

です。では、もう一つの成功例をお話しまし

と供養を行い、このような富の種を蒔くことで、

ょう。

いつか富の円満な果報が得られるのです。

中国では、町の大通りにたくさんの店があり
ます。ある時期、中国の経済もあまり良くな
くて、多くの店は閑古鳥が鳴く状態でした。

幸せな人生を得るには、健康と満ち足りた富

そんな当時、ある店の店主が仏法を学んでい

の他に、調和のとれた人間関係が必要です。

る知り合いに偶然出会い、その人から、「商

在俗の人にとっては、それは幸せな結婚と仲

売がうまくいくようになるには、『薬師瑠璃

睦まじい家庭が必要ということです。

光如来本願功徳経』を多く読んで、布施と供
養をたくさんすると良いでしょう。」と言わ

それでは、どうすれば調和のとれた伴侶を見

れました。

つけられるのでしょうか？ どのように伴侶
と調和のとれた関係を維持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店主は、どうせお客さんもいないし、毎

のでしょうか？

日暇を持て余しているくらいなら、お経でも
読もうと思い立ち、その知り合いに言われた

現代社会では多種多様の結婚カウンセリング

通りに、毎日『薬師瑠璃光如来本願功徳経』

があります。しかし、それは必ずしも効果が

を読み続け、それからよく布施や供養をしま

あ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時には、指導者自

した。薬師瑠璃光如来は昔、薬師瑠璃光如来

身が結婚に失敗した人かもしれません。世の

の名号を唱えるすべての衆生を加持し、貧乏

中の多くの方法は信頼がおけないことが多い

を含め、この世のあらゆる困難が取り除かれ

のです。多くの人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非

るようにと発願をされました。

常に重要であることを主張し、伴侶と上手く
接するため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スキルを指

ですから、この店主が毎日『薬師経』を何遍

導します。しかし、そのようにコミュニケー

も読んでいますと、やはり不思議ことが起こ

ションをとったとしても最終的な結果はやは

ったのですーーその商店街にあるどの店も、

り、成功か失敗かの二通りに分かれます。

相変わらず商売が良くなかったのですが、彼
の店だけはどんどん商売が繁盛してきまし

したがって、人々が互いに調和してコミュ

た。ですから、彼は『薬師経』に対し大きな

ニケーションがとれるかどうかは、実のとこ

ろ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スキルと必ずしもか

たが自分自身と伴侶に対して忠実で責任を持

かわ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宗薩蒋揚钦欽哲

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ばかりでなく、他人の気

仁波切 (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 Chökyi

持ちや婚姻関係を傷つけてはいけません。

Rgya mtsho Rinpoche) がおっしゃった、と
ても印象深い言葉があります。「この世界に

邪淫の果報は非常に厳しく、夫婦仲が悪くな

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いうものは存在

る、不倫をされる等、結縁関係が拗れてしま

しません。『成立した誤解』か『不成立の誤

います。なぜ多くの現代人の結婚生活は不幸

解』しかありません。」

な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は邪淫の悪業によるも
のです。

では一体、本当の調和がとれる秘訣とは何で
しょうか？ 幸せな結婚ができる秘訣とは何

それでは、どのようにすれば一番自分に合っ

でしょう？それはやはりこの一言につきます

た伴侶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しょう

-- すべてはカルマにより決まります -- つ

か。どのようにすれば、関関雎鳩で偕老同穴

まり、あなたは調和の因を持っていなければ

な円満夫婦になれる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も、

なりません。一番大事なのは、不邪淫の戒を

この不邪淫という戒律を守ることです。夫婦

守ることです。

ともに不邪淫の戒律を守ることができれば、
互いに信頼しあって仲違いすることなく、幸

邪淫には、不倫、同性愛、自慰行為、妄想な
どが含まれており、多くの仏教の教典でもそ
れについて説かれています。不邪淫は、あな

せな結婚生活を送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人々からの信頼と名声を得るにはどうしたら

智慧の妨げの原因とはなんでしょうか？その

よい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は不妄語の戒律を守

一つが飲酒です。ご存じのようにお酒を飲み

り、自分が口にした言葉を必ず誠実に守るこ

過ぎると、意識が混乱してしまいます。お酒

とです。

は私たちの智慧をますます失わせていく因の
一つであります。

常に有言実行すれば、人々からの信頼と称賛が
得られます。人々から称賛や高い信望を得るた

広義的に言うと、あらゆる癖になる、または

めには不妄語の戒律を守ることが重要です。

依存性のある喫煙、飲酒、ドラッグなどは、
私たちの心理や知能どちらにとっても有害

今この社会では、信用の欠如というものが非

で、本当に気を付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こ

常に深刻な問題になっています。商売や人生

れらは心身にとって益がないだけでなく、知

の失敗の原因は何でしょうか。よくある原因

恵をも妨げてしまうので、断ち切るべきです。

は約束を守らないことや、人を騙したことに
あります。

私たちを依存させるものはすべて、内なる心
の執着を強めます。執着心が強ければ強いほ

妄語の悪業を断じて、言葉を話す前に慎重に

ど、私たちの心は更に束縛され、更に苦しん

考え、言行不一致せず有言実行するというこ

でしまいます。これらの執着を手放すことで、

とができれば、他人に信頼され、いい評判も

心は自由と快楽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

得られます。
また、単にお酒、タバコ、麻薬などの悪習慣
人々の信頼や名声を得るということは量りし

から抜け出すだけではなく、智慧に有益な種

れない価値があります。信用の高い人間は何

を蒔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れは法を聞思

をしても人に信用され、成功することができ

修することです。『大般涅槃経』卷二十五曰

ます。例えば商売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おいて

く「若四法を離れて涅槃を得ば、是の處有る

は、信用を得ることがとても重要です。日ご

こと無し。何等をか四つと為す。一つには善

ろから信用を守らなければ必ず失敗するでし

友に親近し、二つには心を専らにして法を聴

ょう。

き、三つには念を繋げて思惟し、四つには法
の如し修行す。」どのようにすれば大知恵を
開き、悟りを得て成仏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
しょうか？それは善知識に依拠して、聞、思、

仏教において、外在的な財力や名声などがも

修の修行をすることなのです。

たらす快楽には限りがあり、私たちの内なる
覚悟、知恵そして慈悲がもたらす快楽こそ無
限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ます。では、内在の悟り
と知恵を得るにはどうすれば良いのでしょう

「持戒清潔にして 浄明珠の如く」という言

か。それは智慧の妨げとなる原因を絶つこと

葉のように、持戒は苦の種を蒔くことを防止

です。

する効果があり、苦因がなければ苦の果もな

くなります。私たちは仏教のどの戒律を受け

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

ても大切に守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護戒す
ることは目を守ることと同じで、真剣に持戒

特に夫婦がともに五戒を守ることは非常に重

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要です。五戒を守ることによって、自分に対
して責任を持つとともに、相手に対しても責

ここで皆さんに紹介したのは仏教の最も基本

任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それは一番良い誓約と

的な在家の五戒の真髄であります。もちろん、

なります。日本では、真言宗、天台宗には仏

別解脱戒に欠かせないもう一つの条件は、受

前結婚式があり、次第の中では男女ともに十

戒する前に出離心を発起し、輪廻から解脱を

善戒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すなわち、

求めなければならず、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

「不殺生、不偸盗、不邪淫、不妄語、不綺語、

とです。

不悪口、不両舌、不悭貪、不嗔恚、不邪見」
であります。これは非常に素晴らしい伝統で

更に五戒の戒相、持犯開遮などの詳細内容に

あり、もし結婚の時から五戒あるいは十善戒

ついて知りたい方は、蕅益大師の『仏説優婆

を守る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せな結婚を築くよ

塞五戒相経箋要』などの資料、文献を参考に

い基盤が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してください。もし、清浄な伝承を持つ師匠
から受戒できたら更に大きな功徳を得ること

五戒は人生の円満になる保障であり、私たち

ができます。『仏説大灌頂神呪経』に「世尊

は大いに力をいれ、五戒の精神を広めなけれ

説言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営衛護人身。

ばなりません。もし、一つの家庭の家族全員

在人左右守于宮宅門戸之上。使万事吉祥」と

が五戒を守れば、この家庭は人間浄土であり、

記載があるように、仏陀は「五戒を受持する

一つの会社の社員全員が五戒を守れば、この

人は二十五名の善神が常に側に居て、家宅の

会社は人間浄土であり、一つの国の国民全員

門戸を守ってくれて、諸事吉祥をさせるため

が五戒を守れば、この国が人間浄土であり、

昼夜にして守護し、万事吉祥となる。」とお

地球全体の住民が五戒を守れば、地球自体が

っしゃいました。確かに、そのお言葉の通り、

人間浄土になります。

五戒は私たちに非常に殊勝な利益をもたらせ
ます。皆さん、どうぞ五戒の具体的な内容を

五戒の最初の戒律は不殺生であり、これによ

理解し、ご自身の状況に合わせて善知識の元

って、まず戦争がなくなり、全ての武器は廃

に行き、受持することをお勧めします。戒を

棄してもよいのです。世界平和を願うなら五

ひとつ受持する毎にその功徳が得られます。

戒を広めるべきであり、まず私たち一人ひと
り自ら実践することを始めましょう。

たとえ受戒されなくても、五戒の精神に従い
行動し、できるだけ一切衆生を傷つけないよ
うにすれば、あなたの人生は後ろめたさを感
じることなく、心安らかに生きることができ
ます。苦の因を徐々に無くし、できるだけ善
の種を蒔くようにすれば、必ず幸せな人生を

「つづく」

2019 年 4 月 7 日（農曆三月初三），是布袋和尚坐化紀念日。
布袋和尚，那個深受喜愛、用笑容溫暖滋養了世間的彌勒佛，讓我
們一起聽智廣阿闍梨講他的故事，學習他「笑的法門」，踐行「愛，
就笑吧！」開心成佛，快樂成佛！

在漢地，彌勒菩薩的化身有很多，最著名的化身有兩個，都在浙
江。第一個是梁武帝時代的傅大士，浙江義烏人。第二個是寧波明
州奉化人，叫契此，他就是很著名的布袋和尚。
自從布袋和尚出現了以後，彌勒菩薩更早先的形像就很少有人知道
了，都改成布袋和尚的形像了。其實更早先的彌勒菩薩不是這樣
的，有點像唐僧，比如雪竇寺的天王殿第一尊

兜率天的彌勒菩

薩，就是戴著五佛冠的形像。又如四川的樂山大佛和新昌大佛寺的
大佛也都是當來下生的彌勒尊佛（彌勒菩薩）。還有藏傳佛教的彌
勒菩薩，也都不是布袋和尚的形像。但是自從有了布袋和尚以後，
因其特別受歡迎，誰都喜歡，所以後來漢傳佛教體系寺院裡的彌勒

菩薩像基本上都改成了布袋和尚的形像。

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
間可笑之人。」其實這裡有很多甚深的含義。

布袋和尚爲什麼受歡迎呢？這是有道理的，因
爲布袋和尚特別喜歡笑，所以每個人都喜歡布

所謂的「大肚能容」，其實就是對一切都要寬

袋和尚。在日本，布袋和尚也特別受歡迎，被

容，不要跟任何人計較。你爲什麼跟別人計較

稱爲七福神之一。

呢？是因爲你跟他一樣，如果你智慧比他高，
福報比他大，那就沒必要跟他計較，就像大人

有很多關於布袋和尚的民間傳說，他有點像濟

跟小孩不會計較。但是真正的大肚能容，其實

公，神通廣大。聽說，他的特點就是隨身帶著

也需要有空性的見解，這個很重要。

一個布袋，人家給他吃什麼，他全部放在這個
布袋裡面，這個布袋永遠都裝不滿。他遇到小

按照古代的說法，彌勒菩薩是唯識宗最重要的

孩兒或有需要的人就拿出東西給他們吃，也是

一位祖師。他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一切唯

永遠拿不完，裡面有無窮無盡的東西。所以他

心造」

的這個布袋也是一個很神奇的法器啊。

外，沒什麼其他東西。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我們

一切都是唯心所現的， 除了心以

心的投射，那還有什麼計較的呢？想明白了，
爲什麼大家知道他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呢？是因

就大肚能容了；想不明白，肚子裡面都是氣。

爲他圓寂前講了一首偈子：「彌勒真彌勒，化
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

「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世間所有的眾
生其實都是非常可憐、可悲，也是可笑的。爲

其實到處都有彌勒菩薩。因爲只要有眾生、有

什麼呢？因爲眾生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都

苦難的地方，菩薩都會有化身去救度眾生。他

執著於小我，跟其他眾生斤斤計較，都是貪瞋

時時刻刻都在眾生面前示現，都在救度眾生，

癡，其實這些都是一種誤會。如果知道所謂的

但是大家都不認識他。

「小我」其實是自己的一個幻覺，本來都是空
性的，本來都是唯心所現的，那麼就不會去造

這就是菩薩的一個真相。很多人都說，菩薩在

作貪瞋癡這些煩惱了。

哪裡啊？佛在哪裡啊？其實就在我們身邊，因
爲佛菩薩不可能住在沒有眾生的地方，佛菩薩

就像我們做夢，如果我們知道這個世間是一場

的存在就是爲了利益眾生，佛菩薩必然是在有

夢，那很多事情就不會計較了。唯識有一個最

眾生的地方才會示現，所以說，佛其實就在我

方便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如夢觀」。世間的

們眾生的中間。千萬不要認爲我們身邊的人都

人因爲不瞭解這一點，不瞭解這是一場夢，以

是一般的人，或者都是凡夫。不一定，很多可

爲都是真的，所以每天在那兒斤斤計較，得失

能都是菩薩，潛伏在這裡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是非，你爭我鬥，其實這都是非常可憐、可

當時的布袋和尚就是其中之一。只不過他臨終

悲、可笑的事情。

才告訴了這個真相，所以大家才知道他是彌勒
菩薩的化身。

彌勒菩薩已經證悟了，他看到這個世間的眾生
就是這樣，非常可憐、可悲、可笑，所以「開

我們看到布袋和尚的時候，旁邊一般都有一副對

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我們修行佛法的人也會遭到一些看起來不太好

所謂的佛法，就是要放下執著。一個人爲什麼

的事情，但是我們不會有痛苦。爲什麼不會有

會有痛苦？就是因爲有執著

痛苦？因爲我們知道真正的原因不是別人對我

執，各種各樣的執著。 「把布袋放下來」，

們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而是因爲我們自己過

我覺得也可以把它理解爲要放下執著。放下執

去的業力，我們瞭解都是自己心的一種投射。

著了，就沒有煩惱了，這不就是佛法嗎？放下

明白了以後，就不會對這個世界生氣。反過

執著以後，就離苦得樂了。所有的人我執、法

來，我們明白了這個世間的可憐、可笑、可

我執都破除了，煩惱障、所知障都破除了，那

悲，我們應該對這些眾生生起大慈心，他們很

就成佛了。

人我執、法我

可憐、很可笑、很可悲，所以我們應該去幫助
他們，去喚醒他們。

但是，爲什麼還要背起來？很簡單，我們光放
下執著還不夠，還要去利益眾生。我們修行佛

有人問布袋和尚：什麼是佛法？他就把布袋放

法，不是說「放下了，沒有煩惱了」就可以了，

下來，然後人家說：「沒搞明白，你再說說。」

我們還要把自心中的智慧、慈悲、力量要發揮

他又把這個布袋背起來。這些動作其實也有甚

出來。佛法不僅僅只有空性，而且還有妙用。

深的含義。

我們佛性當中不僅僅有空性的部分，而且也有
顯現的部分，有慈悲、有智慧、有力量。
如果我們真的能時時刻刻該放下的放下，該提
起的提起，那我們就成功了。彌勒菩薩其實給
了我們很多的啟發。
日本其實也是非常推崇彌勒菩薩。我們去朝聖
時看到各個寺院裡面有各種各樣的彌勒菩薩。
我也收藏了很多日本做的彌勒菩薩像，非常可
愛的。我還有一張和彌勒菩薩一起喝茶的照
片。在日本，大家都覺得彌勒菩薩是一個快樂
的象徵。日本人對彌勒菩薩的評價，就是他一
生當中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笑。
他的笑其實也是一種竅訣。我覺得我們現代的
人越來越不會笑了。你看在外面，在馬路上或
者是在公共汽車上，我們看到很多人都是板著
臉，看著手機……基本上都是這樣的，很少有
笑的，笑得很開心的更少。
我們要學會笑，笑本身也是一種修行。因爲笑
一定會放鬆。不笑，說明你很緊張，我們經常

講「放鬆、專注、覺知」，笑了以後就放鬆了，

才對，不要每天都板著臉。修行有很多種途

這是很重要的。

徑，很多種方法。當然一直板著臉修行的也
有，但是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布袋和尚，所以

所有的人，哪怕長得並不是非常美，但是只要

我還是比較提倡布袋和尚這樣的修行方法

笑，其實也會變得美。我覺得人類最美的表情

開心成佛、快樂成佛的法門。

就是笑容。
愛，就笑吧！
修行的人就是應該歡歡喜喜的，時時刻刻用歡
喜心來面對一切。爲什麼漢傳佛教寺院一進門

我們今年的主題爲什麼是「愛，就笑吧」？你

就是彌勒菩薩？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學佛第一

首先要愛自己，那麼愛自己，就是要開心，讓

堂課就是要學會用歡喜心面對一切，不要每天

自己快樂；愛別人就是要讓他快樂，你不可能

老是板著臉。做人已經很苦了，沒必要再把自

板著臉讓他快樂，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須

己搞得很痛苦。你多想點開心的事情，就沒空

要笑，你要對他笑，他才會快樂。

想那些痛苦的事情了。人心的特點就是它只能
想一樣東西，想快樂就不能想痛苦，起善念就

有些修行好的人就是這樣，你跟他在一起，就

不會起惡念，所以要用歡喜和善良來填滿你的

會覺得煩惱都沒有了，就會覺得很快樂。我自

心靈，不要讓煩惱憂愁和惡念填滿你的心靈。

己依止了很多高僧大德，很多高僧大德都是很
喜歡笑，所以在他們面前就自然而然會被他們

整個世界都被布袋和尚的笑所滋養，人們的心

感染了，就沒有煩惱了，哪怕你覺得心很煩，

靈被他的笑所淨化，從他的笑容裡可以感受到

到他面前被他一笑，馬上就沒有煩惱了。

純真的幸福。
我們應該好好地學習笑的法門。
我們修行的人其實就是要這樣，經常開開心心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佛陀的誕生，我們將會怎樣？真的不敢想象。
所以，對於每一位佛弟子來說，佛誕日，是個特別重要的日子。
爲了和佛陀更加親近一點，更爲了有朝一日也能成爲與佛無別的智
者，
智廣阿闍梨爲我們特別傳授

釋迦牟尼佛成佛密法。

感懷佛陀的恩德，在佛誕日，修一座佛陀成佛的密法，許下一個眾
生成佛的心願。

：

漢傳佛教當中有一本經叫做《佛說聖佛母小字
般若波羅蜜多經》。這部經是宋朝時中印度惹

今天（農曆四月初八）是一個非常殊勝的日子，

爛馱羅國密林寺的一位譯師天息災到中國來以

是我們漢傳佛教釋迦牟尼佛的聖誕日。

後翻譯的。
這部經裡面說得很清楚：「聖佛母小字般若波
羅蜜多真言。一切諸佛由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一切諸佛」，過去、現在、未來所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裡面講到：「諸佛世

有的佛都是靠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而成佛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

的，所以這個真言很厲害啊，大家一定要多念。

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
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

「我亦由是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故得成無上

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

正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說，他本人也是因爲

故，出現於世。」「過去無數劫，無量滅度佛，

這個咒語而成佛的。「往昔有佛亦名釋迦牟尼

百千萬億種，其數不可量，如是諸世尊，種種

如來。我於彼佛所聞說是法。彼佛說言如是三

緣譬喻，無數方便力，演說諸法相，是諸世尊

世一切諸佛。由斯法故方得成佛。」過去也有

等，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於佛道。」

一位佛叫釋迦牟尼佛，現在這位釋迦牟尼佛就
是跟那時的釋迦牟尼佛學的這個法。那位釋迦

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的諸佛之所以出現於世

牟尼佛也說，三世一切諸佛都是因爲這個方法

間，佛法之所以有八萬四千法門，其實都是爲

而成佛的。

了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所以說十方三世
一切的諸佛弘揚的其實都是一佛乘。

「若有眾生發至誠心。受持讀誦此真言者。隨
所求願決定成就無諸魔難。」「若諸眾生聞說

瞭解了佛陀「一佛乘」的思想，我們就知道佛

是法獲大福德。一切業障皆悉消除。決定速證

陀的八萬四千法門其實都是沒有矛盾的，不管

無上正等菩提。若有眾生發心受持此真言者。

是南傳還是北傳，藏傳還是漢傳，顯宗還是密

無諸魔事皆得成就。」

宗，看起來好像是不一樣的，但其實都是沒有
矛盾的，最終的目的都是爲了令一切眾生開示

你念修這個真言，就可以成就所有的願求，不

悟入佛之知見。《法華經》裡面講：「唯有一

會有魔難。聽聞這個法就獲大福德，一切業障

乘法，無二亦無三。」其實所有的佛法歸根到

決定消除，可以迅速成就無上菩提。

底都是一佛乘，都是爲了眾生成就佛果。我們
用「一乘」這樣的一個名稱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汝等諦聽我今爲汝。說是聖佛母小字般若波
羅蜜多真言曰
曩莫（入一）舍（引）吉也（二合反二）母曩曳（引三）

今天要跟大家談談釋迦牟尼佛成佛的密法，也

怛他（去引）誐哆（引）野（引四）㗚喝（二合）帝（引

是一切諸佛成佛的密法。

五）三麼藥（二合反）訖三（二合）沒䭾（引）野（六）

（引九）

來一切的諸佛都是靠這個咒語而成佛的。這個

摩賀（引）母曩曳（引十）娑嚩（二合引）賀（引十）」

咒語只要聽聞就可以無勤獲得廣大福德而且清

怛儞也（二合反）他（引八）母

（引）母

淨一切罪障。若修密咒，沒有魔障而成就。
這個真言裡面的「曩莫（入一）舍（引）吉也（二
合反二）母曩曳（引三）」，就是禮敬釋加牟尼。

這個儀軌是非常殊勝的，以前法王如意寶在世

「怛他（去引）誐哆（引）野（引四）㗚喝（二合）

的時候說過，我們作爲佛弟子每天都要念一

帝（引五）」就是如來、應供。 「三麼藥（二合反）

遍。因爲作爲佛的弟子，我們當然每天要祈禱

訖三（二合）沒䭾（引）野（六）」就是正遍覺知。

佛陀。那麼修持這個《釋迦牟尼佛修法儀軌》，

這些其實都是佛陀的名號。 接下來的「怛儞

就是一個非常殊勝的祈禱方式。

也（二合反）他（引八）」是「即說咒曰」的意思，
（引）母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的這個娑婆世界爲什麼

（引九）摩賀（引）母曩曳（引十）娑嚩（二合引）

會有佛教？就是因爲有釋迦牟尼佛。雖然我們

賀（引十）」，這裡大家就熟悉了吧？在藏傳

可能因爲自己的業力沒有辦法親眼看到釋迦牟

佛教中， 平常念誦的釋迦牟尼佛心咒就是「嗡

尼佛，但是當我們按照儀軌來念誦，祈禱釋迦

牟尼牟尼瑪哈牟那耶索哈」。

牟尼佛的時候，釋迦牟尼佛一定會親自降臨到

那麼這個咒語是什麼呢？就是「母

面前來加持我們。佛陀在《三摩地王經》裡面
所以你看，這部《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

說：「散步安坐站立臥，何人憶念能仁尊，本

多經》裡蘊含著世尊成佛的真言密法，太殊勝

師恆時住彼前，彼者將獲廣大果。」就是不管

了吧。那麼在我們漢傳佛教中也有非常殊勝的

你是在散步、坐著、站著、躺著，只要想到釋

誦經持咒的修法，大家也可以念誦這部經典，

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一直在你的面前，你

修持這個真言。

一定會獲得廣大的果位。並不是我們的眼睛沒
看見，佛陀就不在。當我們想念佛陀的時候，
其實佛陀就一定在我們的面前恆時地加持我
們，這是佛陀的金剛語。

另外，今天我還要推薦給大家一個更爲精要的
釋迦牟尼佛心咒的修法，這是一個由藏傳佛教

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一種信心：佛陀的法身遍

中公認的文殊菩薩的化身麥彭仁波切所造的儀

一切處，當我們觀想佛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佛

軌

就一定在我們的面前。然後我們作懺悔就可以

《釋迦牟尼佛修法儀軌》。

消除業障，作供養就可以增長福報，發願就可
《釋迦牟尼佛修法儀軌》是麥彭仁波切爲了配

以實現。所以只要有信心，佛陀可以在任何的

合《釋迦牟尼佛廣傳•白蓮花論》所寫的一個

地方示現。比如我們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的電

儀軌。儀軌中講到， 《小般若經》中說：「諸

波遍佈整個虛空當中，你只要有電視機，打開

佛皆從此陀羅尼咒中生，釋迦佛亦依此陀羅尼

接通中央電視臺的頻道，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就

咒之威力而成佛，觀世音依此現前菩薩勝果，

可以出來。一樣的道理，我們每個人都是一臺

僅僅聽聞此陀羅尼咒也將無勤獲得廣大福德並

電視機，盡虛空遍法界到處都有佛陀的加持

清淨一切業障。若修密咒，則無有魔障而成

力，當我們觀想佛陀的時候，好比是開關打開

就。」不僅僅是釋迦牟尼佛，過去、現在、未

了，頻道對準了，佛陀就會出現在我們面前，

我們就可以得到加持。
儀軌中說：「觀想依靠持誦名號、念誦陀羅尼

全知米滂仁波切 造

咒之緣，以本師之身中放射種種智慧大光芒，

索達吉堪布 譯

遣除我與一切眾生之諸罪障，並如理生起大乘
道功德而獲得不退轉的果位。」修此儀軌的
人，一定會在菩提道上獲得不退轉的果位。很
多人都一直擔心自己會退轉，因爲凡夫就是反

如《三摩地王經》云：「散步安坐站立臥，何

反復復、進進退退，這是很麻煩的事情，但如

人憶念能仁尊，本師恆時住彼前，彼者將獲廣

果我們修這個儀軌，就可以不退轉，不斷地往

大果。」又云：「身體宛若純金色，世間怙主

前進，最終一直到成佛爲止。

極莊嚴，何者之心專注此，菩薩彼者即入定。」
隨念我等無比本師釋尊之修法，首先念誦皈依

修法時我們要觀想：左邊是母親，右邊是父

偈：

親，前面是所有寃親債主，後面是所有的眷
屬、六道輪迴一切眾生。釋迦牟尼佛放射光
芒，照在我們身上，消除我們的罪障，消除我
們的痛苦，消除我們的迷惑，最後在大乘道的
功德裡獲得不退轉的果位，不但是我不退轉，
三遍）

一切眾生都不退轉，我們要這樣觀想。
儀軌中還說：「僅僅聽聞我等本師的名號，也

如是皈依發心：

逐漸於大菩提道中不退轉。」所以不用說修持
這個儀軌，就是聽聽「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這個名號，未來都不會退轉。我們已經聽過不
知多少遍「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了，所以從
這個角度來講，一定不會退轉了，佛陀已經給
（三遍）

我們保證了。
「若修密咒，則無有魔障而成就。」很多人修

如是修四無量心，之後意念諸法現而無自性之

密法修了很長時間好像沒什麼效果，那怎麼辦

義中念誦：

呢？你就加修這個法，所有的密法都會成就。
所以這個法是特別殊勝的。大家如果有條件的
話，最好是每天都要念一遍，如果念不了整個
儀軌，最起碼念「嗡 牟尼牟尼瑪哈牟那耶索
哈」108 遍。

如是觀想佛陀身，結果馬上想到佛真正安住在
自前虛空中，因諸佛之智慧身何時何地都無有
遠近故。觀想佛於何處佛必定安住於彼處。經
中云：「何者作意佛，佛安住彼前，恆時賜加
持，解脫一切罪。」觀想佛陀，所積之資糧也
不會耗盡，善根不會虛耗。《華嚴經》中云：

以猛烈虔誠的信心觀想釋尊真正身相，一緣專

「聞見供養彼等佛，無量福德將增上，斷諸煩

注其身而盡力念誦：

惱輪迴苦，此善中間不窮盡。」於佛前如何發
願也會如是實現。《宣說文殊剎土功德經》中
云：「諸法依緣生，住於意樂上，何者發何願，
將獲如是果。」對此中所說之理生起穩固定解。
以懇切祈請之方式盡力持誦《小般若經》中所
再念誦：

說的陀羅尼咒：

再盡力念誦嗡以下的：

此等之時隨念釋尊的功德，以信心一緣專注其
明顯身相而誦一遍：
觀想依靠持誦名號、念誦陀羅尼咒之緣以本師
之身中放射種種智慧大光芒遣除我與一切眾生

之諸罪障，並如理生起大乘道功德而獲得不退

則無有魔障而成就。」其餘經典中也說念誦一

轉果位。

遍此陀羅尼咒可清淨俱胝八萬劫中所造的一切
罪業等具無量功德利益，此乃釋迦如來之殊勝

平時盡力精進念誦。 座間時根據情況供曼茶

心咒。對釋尊如何生起信心及止觀之修法其他

羅，誦各種釋尊讚，閱《大悲白蓮經》《廣大

論典中有宣說。 （即於《釋尊廣傳白蓮花論》

遊舞經》、各種《釋尊傳》、《如來一百零八

中有宣說。）

種名號》等，盡力隨意讀誦經典。後：
此修法儀軌是具三學寶藏之文鄔金丹增諾吾供
養吉祥哈達懇切勸請，我也銘記於心。最近文
仁波切又委託晉美班瑪德欽活佛，其以純金、
吉祥哈達等供品請求速疾完成此修法儀軌。應
此二位大德勸請，於殊勝本師有不退信心、濁
世名相說法者、釋迦世尊之弟子米滂蔣揚嘉
一切善根以回向無上菩提及發願印持。總之，

措，鐵鼠年神變月初八於石渠多吉攀修神山附

行住坐臥一切時分都應當憶念本師，夜間也觀

近圓滿寶珠寺院造畢。願依此不斷弘法利生，

想釋尊之真實身體發光照耀諸方如同極爲晴朗

令見聞念觸此儀軌之一切眾生相續中真正獲得

之白晝時一般，於此境界中入眠。平時也隨念

本師佛之無量加持。願吉祥！

釋尊昔日如何發心的情形，勤隨三世諸佛大菩
薩事跡，堅持珍寶菩提心之誓願而行持菩薩
行，尤其盡力勤修止觀瑜伽，如此將使所獲得
的暇滿人身有意義。經中說僅以聽聞我等本師
之名號也逐漸於大菩提道中不退轉。 《小般
若經》中說：「諸佛皆從此陀羅尼咒中生，釋
迦佛亦依此陀羅尼咒之威力而成佛，觀世音依
此現前菩薩勝果，僅僅聽聞此陀羅尼咒也將無
勤獲得廣大福德並清淨一切業障。若修密咒，

此乃米滂巴所作

智廣阿闍梨曾經告訴我們，佛菩薩要利益眾生，就會「跌入黑暗，
墜入深淵」，在淨土裡的一切莊嚴，他們全部去掉，和眾生在一起，
像眾生一樣，甚至，他們常常過得「不如眾生」。
如果有緣弟子成爲一條狗，佛菩薩會成爲一條狗，去利益他；如果
有緣弟子墜入地獄，佛菩薩也會進入地獄，去利益他。
兩千五百年前，也有一個「人」，他摘下身上的光環，進入深山，在
一個個日夜裡，承受巨大的辛苦，向我們表演了一場即生成佛之道。
不要辜負佛陀良苦用心的示現。今天是衛塞節，讓我們一起聽聽智
廣阿闍梨和我們分享的

釋迦牟尼佛成道帶給我們的啟示。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講道：「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
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
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過去、
現在、未來一切的諸佛，都是爲了利益眾生而示現成佛的，佛法八萬
四千法門也都是爲了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所以經中說：「是諸
世尊等，皆說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於佛道。」十方三世一切的
諸佛其實弘揚的都是一乘的教法。

瞭解了佛陀一佛乘的思想，我們就知道佛陀的

要素之外，還可以帶給我們哪些啟發？還可以

八萬四千法門其實都是沒有矛盾的。不管是南

發現哪些成佛要訣呢？

傳還是北傳，藏傳還是漢傳，顯宗還是密宗，
看起來好像不一樣，但其實沒有矛盾，最終的
目的都是爲了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所以《法華經》裡面說：「十方佛土中，唯有
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
字，引導於眾生，說佛智慧故。」

釋迦牟尼佛首先示現在皇宮裡面享受榮華富貴
的生活，當然他最終捨棄了榮華富貴出家了，

今天是衛塞節，要跟大家來談一談釋迦牟尼佛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榮華富貴是不能讓我們解

成道的祕密。其實釋迦牟尼佛成道的祕密在很

脫的。

多的經典裡面有不同的說法。在《過去現在因
果經》裡面，佛陀對諸比丘親口宣說了自己成

現代豐富的物質生活並不能讓我們的心靈得到

道的因緣。過去無數阿僧祇劫，佛時爲善慧菩

解脫。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

薩時，在兜率天內院功行滿足，位登十地，後

有很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得到極大的改善。

經觀察自己的因緣，就告訴天人們：「今是度

但是，人們內心的幸福度未必有多少提升，甚

脫眾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毘羅旆兜

至反而更痛苦。

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於
彼，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

我國衛生部顯示的數據表明：目前國人每十人

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

就有一人存在心理問題。說明什麼呢？豐富的

法輪。」

物質生活並不能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乃至心
靈的解脫，這就是佛陀捨棄榮華富貴出家這樣

然後，就是我們都熟悉的成道歷史了。釋迦牟

的示現帶給我們的啟發。

尼佛怎麼入胎到娑婆世界，從小在皇宮裡面生
活，享受皇宮的榮華富貴，十七歲時出東南西
三城門遊玩，看到淨居天化現的老病死之相，
心生厭離，最後在北門遇到示現比丘的淨居

佛陀出家以後到山裡面去修苦行，當時印度很

天，對其示解脫路，從而更堅定了捨家修道之

多的外道都是希望通過苦行的方式得到解脫。

心。後來十九歲時偷出皇宮，發心出家。出家

佛陀的苦行非常厲害，超越了所有外道的苦

以後修六年苦行也沒有成就，最後喝了牧羊女

行。有些經典裡面說佛陀是六年苦行，每天吃

供養的乳糜，在菩提樹下證道。關於佛陀成道

很少的東西，餓得皮包骨頭，但最終他並沒有

的故事，大部分的佛教歷史裡面都是這樣講

獲得解脫，所以後來捨棄了苦行。佛陀放棄苦

的，在《眾許摩訶帝經》中也有類似的描述，

行以後，接受了一個牧羊女供養的乳糜，恢復

這也是廣爲人知的一種說法。

了體力後，在菩提樹下靜坐成就了無上菩提。

從我們所了知的佛陀成道的故事中，除了可以

佛陀捨棄苦行，其實也給到我們一個啟發：受

學習到出離心、菩提心、證悟空性這些成佛的

苦是不能解脫的。享樂不能解脫，受苦同樣也

不能解脫。

令心懈怠。」
其實在修行的心態上，也要不緊不松。什麼叫
心態上的不緊不松呢？有些人修行很緊張，非

佛陀的示現給我們的啟發是：修行要走中道。

常勇猛精進，每天像打仗一樣，這是不對的，

既不能沉溺於物質的享受，也不能偏執於極端

這樣你證悟不了。因爲修行是一個長期的事

的苦行，要走中道才能夠解脫。

情，是一輩子乃至於生生世世的事情，所以你
要有長遠的打算，不要老是想著三天我一定要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道理。修行人的生

證悟，第四天不證悟我就去自殺了。那肯定是

活不能太享受，太享受就很難修行，因爲「富

不行的。真正能夠逼得出來的人是很少的，大

貴學道難」；但太苦的話，其實也修不了，如

部分的人估計是要被逼瘋的，所以這是不行的。

果苦得生活都過不下去了，估計也沒有心思每
天念經、 修法、 打坐了。所以一定要保持中

但是也不能夠太鬆鬆垮垮，三天打魚兩天曬

道，就是過簡單的生活，佛教裡面叫「知足少

網，一個星期中只念一次經，這樣什麼時候才

欲」的生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極簡主

能成佛呢？我們每天要堅持修法，還要保持一

義」。就是說不要過得太奢華了， 因爲太奢

個相對比較輕鬆的狀態。比如你每天有三個小

華，你就會在打理這些東西上花很多時間。你

時可以修法，那我覺得修兩個半小時就可以

如果有很多家、很多汽車、很多東西，你每天

了。稍微有一點點空閒讓自己能夠有一個休息

都要想著怎麼打理它們。如果你的別墅很大，

緩衝的餘地，這很重要。有些人很精進，每天

每天打掃衛生都要很長時間，所以你就沒有時

有三個小時的空，他一定要安排三個半小時的

間修行。

功課，然後堅持一段時間以後就崩潰了，從此
以後，每天一點功課也不願意做了，這樣其實

極簡主義，就是把生活的需求減少到最低限

也不好。

度，能夠維持生命的延續，滿足基本生活的需
求就可以了，這樣生活就會很簡單，大部分的

一般來說，我看到特別勇猛精進的人，就會預

時間就可以放在修行上面。

言他過段時間會特別地懈怠，事實上就是這
樣，特別勇猛精進的人最後也是比別人更懈
怠。所以修行就是要走中道，每天不要太勇猛
精進，但是也不要太懈怠，每天堅持。最關鍵

佛陀成道的故事也告訴我們，修行要不緊不

的是長期堅持，每天這樣去修。

松。在《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九中，佛陀曾經
對他的弟子沙門二十億有個開示，這位弟子是

修行要靠時間的積累，不是靠衝刺，不是靠像

彈琴的音樂家。佛陀開示的大意是：修行就像

考試前面的總復習一樣，衝刺一下衝過去。當

彈琴一樣，不能太緊也不能太松，太緊琴弦就

然古代其實也有這種衝刺的方法，就是打佛

會繃斷，太松的話就彈不出聲音來。琴弦要不

七、打禪七、閉關等，這叫「克期取證」。克

緊不松才能彈出「和音可愛樂」。因此世尊告

期取證我估計現代人一般不行，古代根基好的

誡弟子：「極大精進，令心調亂；不極精進，

人是可以的。

「打禪七」這個源頭應該是來自於清朝的天慧
禪師。大家知道清朝有個玉琳國師，他是一個
很厲害的大徹大悟的高僧，順治皇帝對他很佩

佛陀從一個王子棄位出家，苦行學道，在菩提

服的。後來到了雍正皇帝的時候，雍正皇帝是

樹下證悟成佛，其實這是小乘佛教的說法。小

一個開悟的皇帝，他很想找到玉琳國師的徒子

乘認爲，佛陀身爲王子時還是一個凡夫，他通

徒孫，他就去找，後來找到一個玉琳國師的傳

過在菩提樹下修行，最後才證悟成佛。

人，就是天慧實徹禪師，於是就把他召到皇宮
裡面來，問他修行的狀況。其實那時天慧禪師

大乘權教認爲，佛陀在成佛之前已經不是凡夫

並沒有開悟，雍正皇帝知道他沒有開悟，所以

了，是十地的大菩薩。在《過去現在因果經》

就說：你作爲一個國師的子孫，這麼好的一個

裡面也說得很清楚，當時佛陀示現爲善慧菩

傳承，但是你沒有開悟，實在是說不過去噢。

薩，他自己說：「功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

皇帝說：我讓你在皇宮裡面閉關，你參禪修七

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白；

天，如果你七天參不出來我就把你給砍了。所

爲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國

以，天慧禪師每天很痛苦地在皇宮裡面閉關參

土，現種種身，爲諸眾生，隨應說法；期運將

禪。開始還能勉強靜心打坐，可是過了幾天，

至，當下作佛。」就是他觀察到，應該去示現

還是了無消息。禪師就著急了，神經繃得緊緊

成佛，救度眾生了。所以就在因緣成熟的時候

的，不得已，只好在禪堂裡跑圈子。到了第七

投生到娑婆世界，在皇宮生活，後棄位出家，

天，因爲跑得太急，一不小心撞在柱子上，終

苦行學道，在菩提樹下證悟成佛。

於豁然大悟。所以後來爲什麼流行打禪七就是
這個原因。但我估計這也是天慧禪師根器相當

大乘實教認爲，釋迦牟尼佛其實並不是在菩提

不錯，有這個因緣才開悟的；我們就是撞到腦

樹下成佛的，他其實早就已經成佛了。在菩提

震蕩估計也是不會開悟的。所以說，修行不可

樹下修行成佛其實是一種表象，是一種表演。

以過激，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
有兩個證據：第一個證據是《妙法蓮華經•如
對大部分人來說，其實也不要去追求開悟。追

來壽量品》裡面講道：「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

求開悟本身也是一個開悟的障礙，最重要的就

若斯。」就是說釋迦牟尼佛其實久遠劫前早就

是要按照清淨傳承的佛法持續不斷地去修，這

已經成就正覺，在娑婆世界無數次示現修行成

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每天有進步，最終一定會

佛， 其實都是一種表演。所以《法華經》中

成佛的。其實就是要有平常心，不緊不松這樣

說：「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

來修行。

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
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

斷法（施身法）的祖師瑪吉拉准空行母，是一

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成就者。她也說過：「不
緊亦不松，彼具正見要。」修行一定要不緊不

第二個證據是《佛說梵網經》裡面講道：「吾

松，我們就可以獲得證悟。

今來此世界八千反。爲此娑婆世界坐金剛花光
王座。乃至摩醯首羅天王宮。爲是中一切大眾
略開心地法門品竟。」佛陀說他來娑婆世界

這樣示現成佛已經八千次了，就是表演成佛已

苦行的內容講得非常詳細，其他經典裡面六年

經表演了八千次了。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

苦行都講得很略。

種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的故事，其實都
是一種表演，都不是真實的，都是佛陀假裝成

「每一年中苦行各別。一年林中持鉢而食。林

佛，他其實早就成佛了。

中多有數神。一年食其草根。一年食其雜果。
一年食其雜葉。一年食其香汁。一年食冒悉底

那麼在金剛乘中，佛陀也說自己早在無量劫前

也。一年食吉祥果。一年食棗一顆。一年日三

就於毘盧遮那佛面前修行成佛了，他在娑婆世

時飲水。一年日二時飲水。一年樹下習禪不

界成道的過程其實是一種示現。

起。以手構者果葉而食。一年坐禪食氣。至第
十二年極苦修行未成正覺。」

漢傳佛教密宗的一部經典《妙吉祥平等祕密最
上觀門大教王經》中專門講述了釋迦牟尼佛成

大意是，每一年苦行都不同。有一年持鉢而

佛的祕密。在經中，佛陀說：「汝等諦聽當爲

食，有一年每天吃草根，有一年只吃雜果，有

汝說。我於過去無量劫中。與金剛大平等菩薩

一年吃雜的樹葉，有一年喝樹的汁，有一年吃

金剛大身菩薩。金剛大辯菩薩金剛大意菩薩。

水中的果子，有一年吃土香桃，有一年每天吃

金剛大三摩地菩薩金剛大降魔菩薩而爲上首。

一顆棗，有一年每天只喝三次水，有一年每天

及十七大菩薩並無量菩薩等。向於大毘盧遮那

喝兩次水；最後兩年，其中一年在樹下參禪不

如來所。聞如是法作如是觀。祕密修行得成正

起身，只吃手可以夠到的樹的葉子；最後一年

覺。過去諸佛若不依此法門。無由得證於菩

是「坐禪食氣」，就是我們講的「辟穀」；到

提。」這裡還揭示了佛陀成道是因爲修行密法

第十二年，這些極苦的修行最後都沒有成就佛

的原因，不僅是世尊自己，其實所有過去諸

道。

佛，都是依靠密法而成就菩提的。這個祕密，
佛陀在顯宗的教法裡是沒有開顯的。經云：
「此

在這裡佛陀講了他苦修十二年失敗的經歷，所

法甚深祕，不得妄宣傳，除逢智慧人，乃可爲

以這些你們就不要去嘗試了，佛陀都已經試過

演說。」

了，不靈。十二年苦行失敗以後發生了什麼事
情呢？「乃有過去毘婆尸佛等。垂大慈悲勅大

在這部經裡，佛陀也描述了在娑婆世界示現的

弟子遂告吾曰。我是過去六佛大弟子也。奉佛

情形：「世尊告曰。汝等諦聽。當爲汝說。我

教勅故來相告。太子如斯苦行修行。終未能證

生王宮至年十六。因遊四門。見老病死及見沙

無上菩提。太子速離宴座食於乳麋。經於一月

門（別教廣明）。遂悟無常輪迴不息。年至

再詣本座必證菩提。言訖忽然不見。」

十七夜半踰城到畢鉢羅林。於其林中一十二年
苦行修行。」

意思是，過去六佛都看不過去了，毘婆尸佛就
專門派了一個大弟子過來告訴太子：「你實在

意思是，佛陀在娑婆世界的示現，也是十六歲

太可憐了，你不應該苦行，這樣是不能證得菩

的時候遊皇宮的四門，看到老病死和沙門，了

提的，應該去吃飯，吃一個月再來修行，你就

知人生的無常，十七歲的時候就跑出去在樹林

可以證得菩提。」

當中開始十二年的苦行。而且這本經書裡面對

「吾乃依教奉行卻詣本林。而坐之次乃自思

陀的示現。

惟。空中告曰我苦行一十二年未證菩提。乃有
聖者語我。我是過去六佛大弟子也。今日卻詣

法王如意寶在他的著作《直指心性註疏》裡面

本林。依何行願作法法門得成正覺。」

說得很清楚，他說普賢王如來，爲了度化眾生
示現大圓滿十二大本師，在歷史上有十二位佛

佛陀這時候就依教奉行，吃了一個月的乳麋，

陀傳授大圓滿，釋迦牟尼佛是第十二位，其實

虛弱的身體完全恢復了，然後回到菩提樹下靜

他們都是普賢王如來的化身。在《觀普賢菩薩

坐。他想：「我身體是恢復了，但是我到底應

行法經》裡面說：「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遍一

該怎麼來修行才能得成正覺呢？」

切處。」說明唐密中的大日如來

毘盧遮那

佛也是釋迦牟尼佛。
「言訖。過去六佛應聲即至。而告之曰。大善
男子。若要成正覺。須詣菩提樹。依過去諸佛

在金剛乘裡面講到，不管是唐密裡面講的大日

祕密觀門課誦修行。經一十二月決成正覺。吾

如來，還是藏傳佛教裡面講的金剛持、普賢王

聞說是已。依教奉行。果證菩提。」

如來，其實都是釋迦牟尼佛。所以釋迦牟尼佛
真正的身份其實是非常深奧的。釋迦牟尼佛不

這時候，過去的六佛都出現了，跟他說：你必

是我們現象裡面看到的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

須要修行密法。依照過去諸佛的祕密觀門，修

人，這其實都是他爲了利益眾生的一種示現。

行十二個月就會決定成佛。這裡面講的就不是
四十九天證悟成佛，而是要修十二個月。佛陀

瞭解這些以後，我們就知道釋迦牟尼佛是非常

依教奉行，按照這個法門去修行以後，果然就

不可思議的。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類，但他示

證得了無上菩提。

現爲一個人類，其實是爲了給我們人類作一個
榜樣，讓我們看到作爲一個人怎麼才能夠成

所以，佛陀在經典裡說：「汝等若不依此祕密

佛，他其實就是示範給我們看。

觀門課誦修行。終不成於無上菩提。」如果不
修密法的話， 「終不成於無上菩提」，就是

我們雖然做不到像佛陀這麼偉大，但是我覺得

必須要修密法，才能夠成就無上菩提。

佛陀給了我們一個希望。佛陀示現爲一個人
類，示現如何從一個凡夫成就無上的佛果，我

這就是《妙吉祥平等祕密最上觀門大教王經》

們也可以遵循他的教誨，追隨他的足跡，成就

裡面講的一個顯宗裡面沒有講的祕密。顯宗裡

無上菩提。

面一般都是講在菩提樹下打坐，然後瞭悟十二
因緣，或者是四諦的法門，最後成佛。其實這

今天是衛塞節，大家一定要感念佛陀的恩德，

是一種表象，佛陀其實是靠祕密觀門這個很殊

通過學習釋迦牟尼佛成道的經歷，體會佛陀帶

勝的密法而獲得成就的，這是在金剛乘裡面才

給我們的啟示。大家都應該發一個菩提心：追

開顯出來的。

隨佛陀的足跡，成爲像佛陀這樣的人，獲得真
正的覺悟，然後像佛陀一樣去利益眾生。

通過這些學習，我們瞭解到一個更深的道理是
什麼呢？就是我們講的外、內、密、極密的佛

印光大師教言選講
■ 智廣阿闍梨

人之一生成敗， 皆在年幼時栽培與因循所
致。汝已成童，宜知好歹，萬不可學時派。
當學孝、學弟、學忠厚誠實。當此輕年，精
力強壯，宜努力讀書。凡讀過之書，當思其
書所說之事，是要人照此而行，不是讀了就
算數了。書中所說， 或不易領會。而陰騭
文、 感應篇等皆直說， 好領會。宜常讀常
思，改過遷善。於暇時，尤宜念阿彌陀佛，
及觀世音菩薩，以期消除業障，增長福慧，
切勿以爲辛苦。古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
徒傷悲。此時若錯過光陰，後來縱然努力，
亦難成就。以年時已過，記性退半，所學皆
用力多而得效少耳。第一先要做好人。見賢
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焉。第二要知因果
報應。一舉一動，勿任情任意。必須想及此
事， 於我於親於人有利益否。不但做事如
此，即居心動念，亦當如此。起好心，即有
功德。起壞心，即有罪過。要想得好報，必
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有利於人物，
無害於自他方可。倘不如此， 何好報之可
得。譬如以醜像置之於明鏡之前，決定莫有
好像現出。所現者，與此醜像，了無有異。
汝果深知此義，則將來必能做一正人君子，
令一切人皆尊重而愛慕之也。祈審慎思察，
則幸甚幸甚。（《印光法師嘉言錄》【書一】
九九）

這是印祖給一位叫周法利的童子的開示。童
子指未成年人，所以這段是印祖對青少年的
開示。對於成年的我們來講， 學習這段教
言，一方面可以自勉，雖然我們年紀大了，
但因爲青少年的時候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
所以現在要補課；另一方面，未來我們如果
要教育孩子就知道方向是什麼，清楚作爲一
個孩子要學習什麼。這也是一篇非常重要的
開示。

人一生的成敗都在於年幼的時候所受的教育
和養成的習慣。如果我們年幼的時候所受的
教育非常好，形成很好的人生見解和習慣，
未來就會比較好；如果年幼的時候沒有受到
很好的教育，那我們的一生就會非常麻煩，
因爲我們會做錯很多事情，種下很多負面種
子，積累很多的罪業，消耗很多的福報，所
以一生就會非常坎坷，未來會非常困難，非
常麻煩。

你現在已經是少年了，應該知道好歹，千萬
不能跟隨現在時髦的東西。應該學孝悌，學
忠厚誠實。
印祖在民國時的開示對現代人依然非常有針
對性。當下流行的東西、時髦的東西很多都
會讓人種下負面種子，消耗福報，增長我執，
增長我慢，是不能學的。應該學孝悌，學忠
厚誠實，這是賢良人格的基礎、聖賢之道的
基礎。如果我們現在每天都學時興，趕時髦，
看起來很快樂，但未來就有無盡的苦果跟在
我們後面了。

印祖接著講在「學孝，學弟，學忠厚誠實」
的基礎上應該讀聖賢書。印祖說，現在你年
輕，精力旺盛，應該努力讀書。讀書不是爲
了「長浮華」，讀書是爲了照書中所說的聖
賢之道去力行。聖賢之道是很深奧的，有的
不太容易明白。印祖反復推薦《文昌帝君陰
騭文》《太上感應篇》，因爲裡面的道理是
非常直接的，好領會。應該每天好好地讀，
按照書中說的去做，把過失都改正，力行善
業。

印祖說在閒暇的時候，尤其應該念「阿彌陀
佛」和「觀世音菩薩」的萬德名號。因爲靠
自己的力量太慢了， 所以要祈求佛菩薩的
加持。如果我們念誦諸佛菩薩的名號，念誦
心咒，念誦佛經，就可以消除業障，增長福
慧，改過遷善就會事半功倍。千萬不要以爲
念佛很辛苦，念經很辛苦，不能這樣想。古
語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我們
少年的時候不好好用功，以後要學起來就很
困難了。年紀大了記性退半，講完了馬上考
試，基本很多人都考不出來，學習起來事倍
而功半。一定要趁年輕的時候多學習。包括
我們現在也一樣，雖然老了，但是還沒有太

老，還是得用功，不然以後更老的時候學習
就更麻煩、更吃力。

第一要做好人。怎麼做好人呢？見到好的我
們要學習，見到不好的反省自己是不是有這
樣的過錯。這叫「三人行，必有我師」，我
們看到好人看到壞人都可以學習，要做善於
學習的人。

想，不要去說，不要去做。也要考慮我們的
父母親會不會接受？對別人有沒有利益？這
就是我們做人做事的原則，要經常想想「於
我於親於人有利益否」。

不但做事要這樣， 起心動念也要這樣。想
法、說法、做法都要以此爲標準。

起好心，就有功德；起壞心，就有罪過。要
第二句更加重要，更深入。怎麼才能做一個
好人？要知因果報應，如果不知因果報應，
肯定做不了好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隨心所欲，想怎麼想就怎麼
想， 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想怎麼說就怎麼
說？當然可以。但是你必須明白一點，你要
承擔所有的後果。所有的想法、語言、行爲
一定會有後果，而且一定是和你的所想、所
說、所做是性質相同的。善念就會有善的結
果，惡念就會有惡的結果；好話就會有好的
結果，壞話就會有壞的結果；好的行爲就會
有好的結果， 不好的行爲就會有痛苦的結
果。
所以，做任何的事情都必須要好好想想我們
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自己未來有沒有好
處。我們今天這樣說了，這樣做了，這樣想
了，所種下的因未來得到結果的時候，我們
願不願意接受？如果不願意接受，就不要去

想得好結果， 必須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
事。 「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這是
三好運動，印祖早就已經提倡了。

標準就是有利於人，有利於物，無害於己，
無害於他，才能夠去做，才能夠去說，才能
夠去想。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怎麼會得到好的結果
呢？我們每個人都想得到快樂，每個人都想得
到利益。如果我們種下的是負面的種子，怎麼
可能得到快樂？怎麼可能得到利益？

比如把一個很醜的像放在鏡子前面，鏡子裡
決定不會出現好的像。鏡中所出現的，與這
個醜像會一模一樣。

這就是因果的道理。我們種下什麼樣的種
子，就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性質相同，方
向相反。我們給出去什麼，在鏡子裡就會看
到給回來什麼。一樣的道理，我們如果存壞
心，說壞話，做壞事，肯定不可能有快樂的
結果、幸福的結果、好的結果。這點要非常
瞭解，如果我們深信因果，知道一切事物都
是由因果決定的，我們就會對自己的身口意
好好去觀照。會謹言慎行，會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不然我們就會放逸，對自己沒有要
求，不知不覺就會種下很多痛苦的因。

你如果能夠深入地瞭解我前面所講的這些道
理，將來一定可以成爲正人君子。讓大家都
尊重你，愛慕你。

這是印祖寫給孩子的一封信。這對於我們所
有的同學來講都是非常地重要。首先如果我
們小的時候沒有接受過好的教育，我們就應
該從今天開始好好地補課。第二，如果我們
從小已經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要從今天
開始好好地力行。因爲明白很容易，但是要
力行是很困難的，一定要靜下心來好好地力
行。如果我們力行好了，那未來我們要以此
來教育自己的孩子，教育其他人的孩子。
總的來說就是一定要培養賢良的人格，這些
是我們教育孩子非常重要的要點。如果我們
能夠知道這些，並用來自利利他，我們就可
以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情做好；如果
我們不能做到，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不
可能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從這裡開始做起。
（未完待續）

■ 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 傳講

■ 索達吉堪布 恭譯

尤其在藏地雪域，有八大修傳教派、十大講傳教派等。這所有教
派都是同一位本師
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因此，各派要團結和
合，清淨戒律。主要是僧人們，不要一味偏袒自己的宗派，也不
要以貪瞋的心態說些「我們是新派，你們是舊派，你們是苯波
教，我們是噶舉派」之類的話，否則就是造捨法罪，會轉生到惡
趣。我們對任何法都不要有邪見，要以恭敬虔誠的信心，修自己
有緣的本尊。當今依靠個別了不起的持教大德的恩德，雪域不同
以往，宗派之間的衝突有所減少，但仍沒有從根本上杜絕，所以
各派之間不要爭執不息。
我們大家如果齊心協力，哪怕對佛教起到一點點作用，能使它變
得更清淨、更完善，我想那是再好不過的。對佛教起到作用，就
是指利益眾生。否則，像以前個別人那樣，以貪心、瞋心進行破
立，著重維護自宗、破斥他宗，這是絕對不行的。這種對宗派的
貪瞋，一定是轉生惡趣的因。特別是就密宗來講，這也是在犯第
六條根本戒，如續中所說：「自宗或他宗，謗法第六條。」古大
德也說：「不僅僅是誹謗入道的聲聞緣覺、大道的大乘宗派等正
道佛教，就是誹謗尋道的外道，都犯第六條根本戒。」
尤其菩薩戒中，這是捨法罪。想往生極樂世界的人，必須要小
心，再沒有比捨法罪更嚴重的業了。
另外，對於相續中有正法的持教大德，本無過失卻無中生有，或者
本有功德卻加以抹殺，進行誹謗，多番惡語攻擊，這也是捨法罪。

註：轉載自智悲佛網

■ 益西彭措堪布 譯講

所抉擇的究竟密意互不
相違。當時，班禪大師
高度讚歎上師爲「護教
聖者法王」。

法王如意寶在生時平
等護持佛教諸宗法
門。法王上師曾經說：
「時至末法時代， 佛
法已經極其衰微， 因
此各宗各派應當互相
幫 助， 攜 手 共 進， 而
不 應 互 相 排 斥 打 擊。
如 此 佛 法 則 會 興 盛，
否則只是加速佛法滅
亡而已。」
一九八九年，應第十世班禪大師邀請，法王在
北京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對於寧瑪、格
魯、薩迦等各大教派的大德，傳授《定解寶燈
論》爲主的法要，且爲彼等賜予甚深灌頂、修
要和竅訣，聞者都受益匪淺。
此後，班禪大師又邀請法王同往扎什倫布寺。
座談會上各派大德都發表演講，讚歎自宗。最
後，班禪大師請法王代表寧瑪派作一簡要開
示。法王引用眾多教證、理證，闡述各大教派

在從拉薩回途中，法王
應邀前往噶舉派的著名
寺院哲貢寺。當時，在
法王境界中，噶舉派的
大護法神
阿謝曲尊
在烈火狂風中前來恭迎
法王，其他人也現見許
多奇特征相。
途中，法王立即造下阿謝曲尊護法神修法儀
軌，並對哲貢寺僧眾說：「以後你們噶舉派，
如果能常念誦此儀軌，可使自宗佛法持續興
盛。」
法王經過涅塘（阿底峽尊者當年來藏住過三年
的地方）時，有一群僧人迎請供齋。法王進餐
時對眾人說：「昨晚我夢見仲敦巴尊者供齋於

我，由此推測你們中一定有仲敦巴尊者的化
身，我應當求得加持。」飯後，法王起身請求
摸頂，僧人們慌忙後退，惶恐羞怯。法王到他
們面前，一一以頭恭敬觸手，大家都很畏懼，
躬身九十度。從這些細節看出聖者法王確實是
由衷地恭敬各大教派的成就者。
在學院，除寧瑪派教法外，法王也傳授他派教
法。比如格魯派方面，曾傳授宗喀巴大師的《菩
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攝頌》，並多次
傳授《三主要道論》，克主傑大師的《因明七
部莊嚴論》等；噶舉派方面，曾傳授《那洛六
法引導》《大手印引導文》和米拉日巴傳記等；
薩迦派方面，曾傳授薩迦班智達的《量理寶藏
論》、薩迦無著菩薩的《入行論釋》和《三十七
佛子行》；覺囊派方面，曾傳授遍知多洛瓦的
《寶性論釋•善說日光》和《時輪金剛》的灌
頂及註釋。爲護持弘揚噶舉派教法，法王特別
在五明佛學院開設噶舉班，委任齊美仁真大堪
布對噶舉派弟子傳授噶舉教法。
法王一生普遍弘揚顯密教法，二十餘年中，曾
傳授戒律、唯識、中觀、淨土、因果乘等無量
法門。在戒律方面，傳講《戒律根本頌》《戒
律三百頌》
《一切有部毘奈耶頌》
《三戒論》
《沙
彌五十頌》；在唯識方面，傳講《唯識二十頌》
《唯識三十頌》；在中觀方面，傳授龍樹菩薩
的中觀五論、月稱菩薩的《入中論》，對於彌
勒五論也作過圓滿傳授；淨土方面，曾傳講《無
量壽經》《阿彌陀經》、喬美仁波切的《極樂
願文》、全知麥彭仁波切的《淨土教言》等；
密宗甚深灌頂、續部、竅訣方面傳講的情況，
在上面已經講過。

一九九五年，法王示現重病。在成都國際大都
會，著名專家教授經過多方治療，絲毫不見起
色。雖然眾弟子一再祈請法王長久住世，但法
王始終沉默不語。
一晚，法王在光明覺受顯現中，阿底峽尊者、
仲敦巴尊者、全知麥彭仁波切和羅珠上師現於
眼前。阿底峽尊者緘默不語，唯以雙目慈悲注
視上師。仲敦巴尊者說：「我等此次前來，主
要是因爲阿底峽尊者倍加垂念你，不久以後的
三月十日，大海汹涌的波濤便會中斷。善男
子，明白此義嗎？」言畢，二大尊者隱沒於明
空無別的法界。
全知麥彭仁波切威嚴端坐，以忿怒相猛利祈請
蓮花生大士，遣除迷亂分別所現的一切邪魔鬼
神，隨後安住於清淨壇城中，祝願法王如意寶
以禁行勝伏一切違緣，排除一切障礙，弘法利
生的事業究竟圓滿。祝願後，化光而去。
羅珠上師則微笑說：「稀有善男子！汝當安住
一切輪涅皆是大圓滿的境界中，出定後修持自
他相換菩提心，如此一切顯現都轉爲順緣，安
樂的明日也將從心中升起。」又宣說了一些其
他教言，隨後融入光明中。
從這段傳記也能瞭知，諸佛菩薩不會如凡夫般
偏袒執著自他宗派。無偏弘揚一切聖教是諸佛
菩薩的共同心願。
法王在《願海精髓》中如是發願：「無垢聖教
興盛常住世，無偏眾生享受勝利樂，意中所願
恆時唯有此。」我們也應隨學上師，不譭謗佛
陀的正法，發願生生世世無偏弘揚如來聖教。

一九九九年，法王委託索達吉堪布和管家負責
修建壇城上各大宗派的佛堂，平等供奉寧瑪、
噶舉、格魯、薩迦等藏地大小宗派及漢地諸大
成就者。由此可見法王平等護持一切聖教的宏
願。

註：選自顯密佛網益西彭措堪布《懷業時語講記》

母親節快樂！

但是因爲各種各樣的業力和因緣，也沒有辦法
在母親身邊盡孝，內心當中也是會有缺憾。

但是，僅僅一個祝福，怎麼夠？
我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一樣，住在離母親很遠的
母親們到底應該怎樣才能夠快樂呢？來自智廣

地方，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爲母親做些什麼，

阿闍梨的母親節禮物

或者如何報答母親的恩德呢？

《幸福母親的祕訣》

連載，新鮮奉上。
從儒家的角度來講，我們要養父母之身，養父
母之心，養父母之志，盡我們的力量讓父母親
能夠生活得好一點，身體健康，儘量地心情愉
今天是母親節，首先祝所有的母親節日快樂，

快。作爲孩子，我們要盡一切的力量讓父母親

吉祥如意！

歡喜，所以說「事親以歡心爲本」。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得到快樂，遠離痛苦，

首先，我們應該好好地照顧自己，不要讓父母

也更希望含辛茹苦養大我們的母親得到快樂，

親擔心，這是很重要的。

沒有痛苦。今天就專門根據佛陀的教言給母親
們一些建議，希望母親們都能夠運用佛陀教授

第二，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表達對父母

的「幸福祕訣」獲得幸福、快樂。

親的關心。現代有很多先進的通訊工具，電
話、微信等，我們要經常和父母親保持聯繫。
第三，我們儘量能夠在父母親身邊照顧他們，

作爲一名母親，確實非常偉大，也非常辛苦。

給他們很好的物質生活，儘量地讓父母親歡

在這個世間，每個人都是蒙受母親的恩德，才

喜，這是有非常大的功德的。

能夠健康成長，才能夠立身行道，有所作爲。
如果沒有母親的養育之恩，我們什麼都不會

在做好前面的基礎上，如果我們再以佛法的方

有。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應該經常思念

法來力行孝道，報答父母的恩德，那就更爲殊

母親的恩德，報答母親的恩德。

勝，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經常爲父母親祈
福、念經、放生、吃素，行持種種善法然後回

但現在這個時代，要報答母親的恩德其實也不

向給他們。

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孩子都住在離父母很
遠的地方，沒有辦法經常守在父母親的身邊。

當然父母親如果很歡喜、很願意來跟隨一起

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雖然我也很想念母親，

做，那功德最大了。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意

願，我們也不要強迫父母親。佛經裡面講，我

給父母親。以種種的善行來替父母親祝壽，這

們好好地給別人念經回向，對方就能夠得到相

樣父母就會增福增壽，晚年就會很幸福，越來

應的功德和加持。

越好。
如果我們僅僅只是讓父母享福的話，看起來也
是盡孝道，但其實對父母未必是好事。因爲人

還有一件事情，也要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

的福氣都是有限的，享完了以後福氣就沒有

們很多道友都會爲父母祝壽、過生日。我們爲

了，反而會讓他「福盡身亡」，福報用完了，

父母親祝壽、過節的時候，首先要斷除惡業，

他的壽命就到期了。

以善法來承事父母親，讓他們歡喜。絕對不要
殺生，這是一個底綫，不然的話，父母親不但

所以我們無論是平時還是在給父母親祝壽、過

不會增壽，反而會減壽，因爲殺生就會得到短

節日的時候，都應該想著怎麼利益眾生，想著

命多病的果報。所以爲什麼世間有很多老人都

怎麼通過祝壽、過節日爲父母親添福添壽，而

是祝了壽以後，馬上就不行了？就是因爲他的

不是折福折壽，這也是一門學問。

福報折損了，然後又造了很多的殺業，所以他
的生命就會縮短或者身體就會越來越不好。做

包括對孩子也是一樣，如果經常讓他去享受，

不到素食，最起碼要做到三淨肉，能夠素食當

或者是舉辦慶祝，爲他花錢，好像是孩子很高

然是最好的。

興，但其實這都是在折孩子的福、折孩子的
壽。所以我們應該在這些時候斷除惡業，行持

第二，最好所有的家人爲父母親作一點功德，

善法，利益眾生，這樣孩子的未來才會越來越

比如誦經、持誦佛的名號、持誦諸佛的真言密

好。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咒，替父母親放生、印經書等，然後功德回向

佛陀說得很清楚了，宇宙人生的規律是什麼？
就是「欲知過去因， 現在受者是。欲知未來
今天的主題是「幸福母親的祕訣」，我們希望

果，現在作者是」。這個世界一切的人、事、

所有的母親都幸福、快樂、無憂。那麼如果自

物都是因爲各自的思想、語言、行爲不一樣，

己是一位母親，如何獲得幸福呢？

所以得到不同的結果。

我們首先思考一個問題：人生的快樂和痛苦，

我們經常講，要爲自己的生命負責任。這個世

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是別人決定的？是神決

界沒有人主宰你的命運，沒有上帝主宰你的命

定的？是上帝決定的？或者是佛決定的？如果

運，也沒有佛主宰你的命運，是你自己主宰自

我們好好靜下心來思維的話，就知道都不是。

己的命運。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以前種下的

那我們的人生到底是誰決定的呢？其實就是自

因，現在得到這個果；那麼未來你要獲得一個

己的業決定的。

什麼樣的人生，也要看你今天種下什麼樣的
因。明白這點很重要。

我的恩師慧梅老和尚，小時候在上海遇到了一
位法師，這位法師是民國時代天台宗著名的兩

我們要有一個很清晰的認識：命運到底是誰決

大高僧之一，也是法藏寺的住持

興慈法

定的？命運是我們自己決定的。宇宙人生所有

師。他問興慈法師：「這個世界爲什麼會有貧

的一切都是業決定，都是業力在推動，業力在

富、貴賤、智愚、賢不肖？爲什麼會有種種的

決定一切。這個世界爲什麼是這樣？是業力的

紛繁複雜的現象？」興慈法師講了四句話，他

推動。你的人生爲什麼是這樣？也是業力的推

聽後馬上就皈依佛門了。

動。那業力是怎麼來的？業力是由你的思想、
語言、行爲所產生的。

這四句話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祕密，說明了爲什
麼我們看到的世界是這樣的；爲什麼感受到的

我們要改變人生，就要改變業。怎麼改變業？

人生是這樣的；爲什麼會有快樂，爲什麼會有

就是要改變我們的思想、語言、行爲。在思想、

痛苦；我們的命運爲什麼是這樣的。這四句話

語言、行爲裡面，最爲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心，

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這四句話是：「欲知

也就是要改變我們的心。心改變了，思想、語

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未來果，現在作者

言、行爲就都改變了，業力也就會改變，最後

是。」就是說我們今天所有的結果，都是以前

命運就會改變。

種下的因所決定的；我們未來的世界會怎樣，
未來的人生會怎樣，取決於現在種下的因。

所以如何成爲一個幸福的母親呢？最重要的，
是改變自己的心。

這個世界爲什麼會有貧富、貴賤、智愚、賢不
肖？很簡單，就是因爲每個人以前的思想、語

如何通過改變自己的心成爲幸福的母親呢？請

言、行爲所種下的種子不一樣，所以現在會有

繼續關注《幸福母親的祕訣》之連載。

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
明白了這個道理，從今天開始，每天都種下好
的因，不要去種下負面的因，未來我們的人生
就會改變，就會獲得幸福圓滿。

以爲自己有能力，可以好好愛一個人；
又以爲自己有能力，可以控制自己不愛一個人……
可是，爲什麼我那麼努力地試圖改變我們之間的關係，
卻常常，顯得那麼無力？
這背後，究竟有什麼我不知道的道理？
本篇 5.20 禮物，智廣阿闍梨給我們答案。

我們希望得到愛，希望可以和別人好好相處。

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說：「盡世所有

能不能與別人相處得好，其實跟這個「愛」是

樂，悉從利他生，盡世所有苦，皆從自利起。」

非常有關係的。如果沒有把「愛」字搞清楚，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快樂都來自希望別人快樂，

我們是沒有辦法跟別人相處得好的，而且一定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來自希望自己快樂。

會有很多的問題；如果把「愛」字搞清楚了，
我們就可以與別人相處得好，而且可以得到暫
時與究竟的快樂。
古人把人際關係分爲四大類型：討債、還債、
報恩、報仇。我們如果不是從淨土乘願再來的
菩薩，只是一個凡夫俗子的話，我們跟所有人
可以說沒有一個人不追求愛的，在這個娑婆世界

的關係其實都在這四種關係之內。

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愛。我們爲什麼想要得到愛
呢？無非要得到快樂而已。就是佛陀講的，一切

當然，這四種關係交錯複雜，一般來說沒有純

眾生其實他的內在都希望離苦得樂。所以從這個

粹的報恩、報仇、討債、還債，可能是討債裡

角度來講，我們一般人追求的所謂的愛，其實它

面帶點報仇，還債裡面帶點報恩，總之，四種

的本質是什麼呢？就是自私。爲什麼呢？我想得

關係夾雜在一起。

到愛，爲什麼想得到愛？我想得到快樂。所以從
本質上來說，其實就是一種自私。
那麼這樣的愛、這樣的快樂，我們能不能得到

什麼叫討債呢？就是他會花你的錢，你要不斷

呢？其實是得不到的。爲什麼？因爲你的根、

地去爲他付出，因爲你前世欠他的，所以他來

你的種子是錯誤的，所以你的結果一定是錯誤

討債，你就得還債。比如說有些孩子，他從小

的。

學讀到大學，然後到工作，你把他辛辛苦苦養
大，他剛剛要賺錢了，突然死了。這可能就是

當我們想著我們自己要得到快樂，所以去追求

來討債的，花你的錢，等他該討的債討清了，

愛的時候，其實本質就是自私。自私並不是快

該收的賬收完了，他就走了。

樂的因，恰恰是痛苦的因，是輪迴的因。所以
我們以這種想要自己得到快樂的動機去追求
愛，本身就是有問題的，當然得到的所有的結
果都是有問題的。

還債是什麼樣的呢？這個人他可以給你東西，
給你財物，錢可能隨便你花，但是他對你沒有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不會得到快樂呢？你可

感情，這就是很典型的還債的例子。我們現在

能會得到一些暫時的快樂。爲什麼呢？這是因

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這樣的案例，其實這就是

爲你過去曾經種下過讓別人快樂的因，所以這

因爲他過去生中欠你的錢，所以這輩子要還你。

個時候會得到一些暫時的快樂。但是因爲根本
的動機是自私，所以說最終所有的快樂都會變
成痛苦。

報恩是四種關係裡面最好的，是真心真意爲你
好，對你有感情，希望你得到快樂。那麼，他
爲什麼會報恩呢？很簡單，也是因爲前世欠你
的。當然欠你的不是錢，欠你的是感情，因爲
你以前對他好，所以他現在要對你好。

最後一種叫報仇，報仇可能不僅讓你財物上損
失，而且讓你心靈痛苦，這是四種關係裡面最
惡劣的。所以當我們感受到心靈痛苦的時候，
你要知道別人可能是來報仇的，這是因爲你以

執，我們就會自私，哪怕是暫時好的緣分，來

前讓別人痛苦。

還債的或者是來報恩的，也因爲自私的關係，
最後都會變成惡緣

報恩會變成報仇，還債

會變成討債。
其實我們跟身邊所有人的關係，包括父母、伴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這樣？別人在報答你的恩德

侶、孩子，還有領導、同事、同學等，所有的

或者是來還你的債的時候，你不一定會有感恩

一切，只要是輪迴裡面的關係，都逃不出這四

之心，你可能會享受其中；甚至你會提出更高

種類型。

的要求，因爲所謂的這個愛就是自私，自私的
欲望是沒有止境的，你會不斷地索取；到最後

這當中我們沒有人是有自由的，全都是被迫

你該享的福全部享完了，這個時候就開始要

的，一切都是自己業力顯現的結果。所有的人

「償還血債」，你以前「吞」下去的現在要加

際關係，包括婚姻，其實都是業力推動的，都

倍「吐」出來，以前你種下的所有惡因都會成

是自己種下的「因」成熟爲「果」。你看到一

爲果報，讓你加倍地償還。

個人會歡喜，或者會不歡喜，其實都是業力推
動以及成熟。你覺得我可以愛這個人，我可以

這就是輪迴中人際關係的真相。如果我們不瞭

不愛那個人，其實都不是你能夠掌控的，都是

解這個真相，我們永遠在痛苦的輪迴裡打轉，

你的業力在推動你。

不斷地去重復這些事情。

所以說我們凡夫俗子、六道裡面的眾生，如果

輪迴有三種苦：第一種叫苦苦，第二種叫變

不瞭解因果法則，沒有一個人是有自由的，我

苦，第三種叫行苦。在人際關係中，苦苦，就

們的人生都是我們自己的業力在推動以及成

是你碰到了一個冤家來報仇；變苦，就是一開

熟：根據過去種下的種子，正面的種子成熟了

始快樂，但最後會變成痛苦；行苦，就是指一

就變成快樂，負面的種子成熟了就變成痛苦。

切都是無常的，最終所有的一切全部會變成
苦。在三界輪迴裡，最終的結果都是這三種

最可怕的是什麼呢？因爲我們每個人都有我

苦，絕對不可能逃出。

如果是遇到善緣（還債、報恩），我們也要清
楚，這是過去的正面種子在不斷消耗，當這些
因爲你如果遇到惡緣，你

正面種子全部消耗完，還是會感受到痛苦。所

會有苦苦；如果遇到善緣，那也只不過是變

以一方面我們還是要對對方發起慈悲心，感恩

苦，正面種子消耗完，你就會有苦苦；行苦一

他對我們的付出；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繼續種

直都在，沒有什麼不是無常的。

下正面的種子，盡可能一起行持善法，讓我們

「愛情有風險」

之間的善緣變得更加有意義。
「入『城』需謹慎」

如果我們有智慧的
（未完待續）

話，不管是討債、還債、報恩、報仇，我們都
可以把它轉成善緣；如果沒有智慧的話，我們
又開始種下負面的種子，最後不斷感受輪迴的
痛苦。

阿闍梨說，如果是以自私的目的出發，這樣的
所以如果遇到惡緣（討債、報仇），我們要知

「愛」不會有好的結果，最終一定是痛苦。

道，這是自己過去的負面種子成熟了，不能怪
別人。而且別人也是被業力推動，其實也是沒

但是我們凡夫俗子不可能沒有自私，那怎麼

有自由的。既然惡緣已經成熟，首先要接受

辦？怎樣才能達到一種無私的愛？

它，然後努力懺悔自己過去的負面種子，同時
要儘量種下正面種子，對對方發起慈悲心，行

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但傳承祖師有一些方法可

持各種善行。觀察他的需要，儘量做一些讓對

以讓我們達到。這樣，在人際關係中，我們就

方歡喜的事情

不會再有痛苦，還能給自他都帶來快樂。

當然，前提是不違背因果法

則，不會傷害其他眾生。這樣，我們的業障就
會得到清淨，我們和對方的惡緣也會慢慢消

到底有哪些方法和步驟呢？敬請關注下期真愛

除，甚至很有可能惡緣會在現世當中就轉化爲

系列連載。

善緣。總之，我們都在消除惡業，積累善業，
這就非常有意義。

兒童節快樂！

據說曾經有環保部門提出：「沒有比通過改變自己的飲
食習慣（素食）來緩解地球暖化更有效、簡便、經濟、
快速、有力的了。」雖然不能因爲素食就有某種道德優
越感，我們也不能一味誇大素食的作用，但是，在聽到
幾位素寶寶媽媽的分享之後，真的忍不住在這個兒童節
裡呼籲
不妨，也儘量地嘗試素食吧！也許我們都能在素食中收
穫驚喜。

寶寶小名
年
1周
常 住 地

團

兒子是胎內素（媽媽在孕期就吃素），我和孩子
爸爸素食已經十幾年。吃素以後，我們的身體變好
了，再也沒有三天兩頭打吊針的情況。所以我對吃素

特別有信心，堅定地要讓孩子吃素，我相信素食會讓他的
身體更健康。
給孩子吃素，其實是對孩子的健康負責任。他確實很少生
病，生病也很快就好了，而且還沒吃過藥。
我覺得吃素的孩子，心智發育似乎一直都比較好。而且，
我發現哺乳的素食媽媽，奶水好像也比較好。我的月嫂阿
姨爲此還發了一條朋友圈。
我看了很多報導，吃素對環保特別有幫助。我想，孩子從
大吃素，對地球是有幫助的，那麼對他自己肯定也是有好
處的。

寶寶小名 寧寧
年
4 半
常 住 地
北

寧寧從出生到現在基本
是素食，而且在幼稚園也是
全素餐。我們並不擔心素食會

影響她的身體健康；相反，比起同齡的小朋友，她個頭不小，活
力十足；而且很少生病，偶爾感冒的話也很快能康復，所以她不
用受打針、輸液的苦，我們做父母的也很欣慰。
在她身上我看到，肉食絕對不
是必須的，綠色健康的素食完
全能夠滿足孩子成長所需要的
營養，也能夠培養她對生命的
珍愛，懂得愛護其他的生命，
這其實也是愛護她自己的生
命！

謙謙是胎內素，一直很健康。我們
家吃素的起因是我父親生病，我發
願爲他吃素。我曾經擔心過素食
會影響健康，但是孕期一直素食
的我，從來沒有孕吐過，力氣還
超級大。而且，謙謙出生的時候
有 7 斤 9 兩，非常健康可愛，我
就完全不擔心素食會有問題了。
謙謙的身高在班裡是中上水平，雖
然是男孩子，但一直比較乖，專注
力也不錯。
在這裡分享一件事：謙謙上的不是素食幼稚園。起初
幼稚園的廚師在做包子餃子時，會專門給他包素餡的，
但是上了中班以後，廚師沒有辦法專門爲他做素的了。

寶寶小名
年
6
常 住 地 山東

我覺得孩子應該自願吃素才行，就跟老師說：謙謙就跟其他小朋友
們吃一樣的飯菜就可以，但是他如果不吃肉，請老師不要強迫他吃。
沒想到，兒子回來說他不願意吃肉，他覺得肉太難吃了！還說，肉
都有生命，它們都是有媽媽的啊！
我才知道，孩子有自己的福報和業力。從那以後，謙謙在幼稚園吃
飯，都是自己打素菜，肉菜從來不吃。這讓我也放心了，孩子不是
因爲家長吃素，他才跟著吃素的，他已經是自願吃素，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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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覺得媽媽本人素食的話，哺乳的時候
奶水品質比較好，寶寶的免疫力就比較強，
不愛生病。

從我兒子的情況來看，素寶寶好像是會比較「皮實」，不愛生病，
運動機能超強；而且身材比較勻稱，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相對
來說，性格上似乎也比較溫和。我兒子嘟嘟一直很愛笑，不愛哭
鬧，比較好帶，大人就比較省心。
我覺得對孩子來說，素食比較容易消化，不容易發生小兒積食，
腸胃比較不會出問題。
其實很多素食都可以代替肉食的那些營養成分。平時多吃堅果、
豆製品、海帶、紫菜、五穀雜糧等等，注意飲食多樣化，不要太
單一，這樣就不會擔心營養不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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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是一個素食愛好者，懷孕
前已經素食 8 年了。素食讓我的
變化非常大， 比如說便祕改善
了，精神狀態好了。素食之前我每天必
須睡 8 個小時以上，還很累。現在只需
要每天睡 5 到 6 個小時就可以，而且狀
態還特別好。
因爲得到素食的好處，所以我堅定要一
個素寶寶。我 37 歲時才有寶寶， 是高
齡產婦了，但是孕期我每次產檢結果都
非常符合標準，無論是血糖、鈣、蛋白
質等等，所有產檢結果，沒有一次不合
格的。
寶 寶 出 生 時 體 重 7 斤 2 兩， 是 標 準 體
重，而且也沒有檢測出一點黃疸，非常
健康。

我們家只有我一個人是素食，父母公婆都很擔心不吃肉會不會對孩
子不好或者有其他問題。但是，我們寶寶很給力，每次體檢所有的
結果都是標準的，什麼都不缺，而且有一段時間還超高超胖，醫生
說已經輕度肥胖了，讓我們注意點。
陳寶全母乳喂到 2 周歲時斷奶，沒有喝奶粉，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給
他添加奶粉。有次體檢的時候，醫生問：「肉吃嗎？魚吃嗎？雞蛋
吃嗎？奶粉喝嗎？」我回答：「不吃，也沒喝奶粉。」醫生就看著我：
「這樣行嗎？會營養不良的！」然後教育了我一頓。但是過段時間
去體檢，寶寶還是樣樣指標合格，沒有營養不良，而且超高超重。
最後醫生看著我們家寶寶，給出一個結論：這個孩子吸收好！
看到陳寶吃飯的人都會說：「這孩子真能吃，胃口真好！」而且他
不挑食，一般是給什麼就吃什麼，吃什麼都香。到目前
爲止，他的健康狀況都特別好，只是在 3 個月前流感時
吃了點藥，到現在也就吃過這麼一次藥。

很遺憾，我在孕期並沒有素食。生孩子的痛苦讓我第一
次意識到「皮肉之苦」，真的是太痛苦了！想到食肉對
動物的傷害，我在月子裡第一次感到肉食難以下咽。
不忍想像動物在被殺害、刀割、烹飪時的巨大痛苦，我
開始吃素。因此，妙敬從 0 歲開始，就被動成爲了
一名素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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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敬
安

2 歲時， 妙敬進了托兒所。托兒所裡每天都有葷
菜，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妙敬吃起了肉。
之後我每天告訴她：我們碗裡的肉肉，其實是豬媽
媽、鴨媽媽、雞媽媽、魚媽媽……當媽媽們被殺害
以後，寶寶們就失去了自己的媽媽。
就這樣經過了幾天，妙敬對小動物們的愛心終於超過了貪欲，成爲
了一個主動素食的孩子。

吃素的妙敬一直都長得很好，身高相比同齡人略微偏高。雖然也
會生病，但是一般的感冒發燒都是自動康復，不需要吃藥掛水。
而且一直精力旺盛，記憶力也一直很不錯。
我覺得吃素對她最大的好處是：喚醒了她的愛心。因爲對小動物們
的愛，她在生活中也比較不願意傷害他人，有一顆比較柔軟的心。

爲什麼要給孩子吃素？我自己生孩子前已經茹素 3 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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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爲我做的是養生方面的工作，對食物的屬性和營養
成分比較瞭解，我覺得素食也可以有很好的營養搭配。加
上現在肉類、蛋類並不一定安全，我覺得不食用它們完全
OK。
吃素的我在整個孕期都沒有任何水腫，更沒有妊娠糖尿
病，孩子順產，健健康康。我親自母乳兩年，孩子沒有
吃過一口奶粉，沒有得過濕疹，沒有咳嗽過，在 6 個月嬰
兒運動訓練課上就被外教老師誇讚小肌肉各個方面發展優
異，比其他孩子動作更靈敏、更穩健。
香港公立醫院專門輔導我的醫生告訴我，他無法給我素食
專業建議，因爲他擔心孩子營養不夠，所以要求在孩子
1 歲時爲她做一個全面檢
查。 結 果， 孩 子 各 項 指 標
都 很 好， 甚 至 鐵 元 素、 鈣
元素等都高於指標上的參
考值。

我覺得孩子特別健康，從出生到現在只發燒過 3 次，都沒有去醫
院，沒有打針輸液，簡單吃一次退燒藥就很快恢復正常。其他孩
子經常被困擾的過敏、濕疹、高燒不退等問題，在我們家從來沒
有發生過。
孩子現在精力特別旺盛，經常參加很多活動，即使有時候難免出
現的小磕碰、小傷口，都恢復得很快。

當然，平時我在食物搭配上也是花了一些功
夫。堅果可以保證脂肪、鈣等微量元素的攝
入；每天 3 粒紅棗以及深綠色蔬菜葉可以保證
鐵元素的攝入，不會缺鐵貧血；再加上各種根
莖類蔬菜、平性水果等，素寶寶綜合實力就彰
顯出來啦！
熱心的素寶寶媽媽們，除了分享素食感言，還
有媽媽特意分享了寶貝的一些日常飲食，希望
能給大家一些參考。比如：

少 70%。全球死亡率將下降 6%—10%，因素食
能減低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糖尿病、中風和某
幾類癌症的機率。
素食首先能避免紅肉對健康的危害，同時減低
卡路里攝取量及提升進食水果和蔬菜的份量。
純素餐單的好處則更大，純素即是避免所有動
物製成的食品；而減少與飲食有關的心臟疾
病，將可爲全球節省相當於 2%—3%GDP 的醫療
開支。
除此之外，另一位媽媽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文
章。這位媽媽說：「其實是有科學依據來證實
葷食並不是必須的，國外有很多報導也表明，
其實我們人類本身是更加適合素食的。」以下
就列舉一些文章。

又比如：

•《驚！全世界最聰明的孩子聚集的學校，師
生全部素食》
•《世界級的美人都在吃素》
•《驚人祕密：吃素到底有沒有營養？這個你
一定要看！》
•《一個吃素 7 年的 24 歲女生的漫畫》
如果有一件事，能夠給我們帶來健康，又能夠
爲其他生命帶來益處，甚至還可以保護地球，
那麼這樣的事，應該就是非常值得我們去嘗試
的。

還有一位媽媽特地爲我們摘抄了幾段話：
牛 津 大 學 未 來 食 品 計 畫 研 究 員 Marco
Springmann，則嘗試量化素食於緩解氣候變化
的好處。他和同事以電腦仿真「假若於 2050
年所有人成爲素食者」的情況。結果顯示，如
不再生產紅肉，與食物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將
減少 60%；而於完全素食下，排放量則將能減

也許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從此素食，但我們可以
嘗試一個月裡有幾天的素食日，或者一日三餐
中有一餐是素食。
在這個六一兒童節，願所有寶貝和家長們都健
康快樂！

一本溫暖又刺痛的綠皮書
一輛載著特殊使命的綠皮車
一場糾結卻堅定的旅行
一個看似只有兩個大男人的故事
……
當大多影評說，這是一場自我與他人的和解之
旅時
當大多觀影者沉浸在精彩的對白中無法自拔時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智廣阿闍梨是如何解讀的

有激動人心的情節，但是非常耐人尋味。電影
是我們現實人生的反映，裡面講到很多人性層
面的問題，給我很多觸動。在這裡，從幾個角
度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這部電影的思考，希
望帶給大家一些啟發。

電影發生在六十年代種族歧視比較普遍的美
國。主人公謝利博士是一位才華橫溢、有修
養，並且非常富有的黑人優秀音樂家。雖然在
臺上他是個明星，備受人們尊重，大家爲他的
《綠皮書》講述的是美國黑人鋼琴演奏家謝利

才華而傾倒，但是下了臺，他還是一個普通的

博士和他的白人司機托尼之間的故事。這部電

黑人，而且還是一個被人歧視的普通黑人。

影據說是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的，雖然沒

《綠皮書》其實是黑人的一個住宿指南，我們

是完全投入，一開始連謝利的皮包都不願意

可想而知，當初黑人是多麼地受歧視，他們衣

拎，他就站在旁邊。因爲他內心當中看不起黑

食住行都是受局限的，甚至晚上都不能上街。

人，雖然謝利博士這麼有地位、這麼有錢，家

「日落鎮」聽起來是一個很優美的名字，但其

裡這麼豪華，坐在高高的位置上面，但在托尼

實是日落了以後黑人不能上街的意思。

眼裡這些什麼都不是。

電影裡面有很多他受到歧視的鏡頭：他去西裝

所以，其實人跟人之間就是這樣，歧視別人的

店買衣服，店裡不允許他試穿。他去一個豪華

人也會被別人歧視，受歧視的人也會歧視別

酒店演出，竟然不能在酒店裡面吃飯，甚至連

人。被歧視，是個受害者；同時歧視別人，又

酒店的洗手間都不能用。他用餐和住旅館都要

在傷害別人，事實真相就是這樣的。

在指定的地方。
關於「歧視」，這是個很值得我們思考的話題，
謝利博士本身是深受白人歧視的一個受害者，

因爲歧視不只存在於種族之間，其實到處都充

但是他內心中痛苦的同時，其實他也歧視黑

滿了歧視，這就是所謂的不平等的現象。這種

人。影片中有很多細節，表現他一直努力把自

歧視或者不平等到處都存在。不僅種族不平

己跟其他黑人區隔開來。黑人的音樂他都不

等，國家也是不平等的，男女也是不平等的，

聽，黑人吃的東西他都不吃，黑人的娛樂他也

宗教其實也是不平等的。

不願參與。
爲什麼會有歧視呢？佛教認爲歧視來源於我們
謝利博士作爲一個黑人，雇白人托尼當司機，

不認識真相， 來源於我們的分別、 執著。其

本身也是顯示自己的一種優越感。而且，他也

實， 平等並不是說「我要跟別人一樣」， 平

歧視托尼，他認爲，托尼是一個沒有文化的

等，是你要放下對別人的分別。你不分別，本

人。電影中有一個情節是他讓托尼必須去爲這

來就是平等的；你分別的時候，就會不平等。

個小石頭付錢的時候，我覺得在他的堅持原則

所以，不平等是來自於你自己的分別、執著。

中也帶有一種歧視的味道。其實謝利博士表現

其實，如果你不分別、不執著，你當下就解脫

出來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他覺得，托尼

了。痛苦是自己的執著造成的，不是不平等造

太沒有修養了，喜歡占別人小便宜。從這個角

成的，哪怕這個社會有很多不平等，你如果內

度講，他也是在歧視托尼，對不對？

心不執著，你也不會痛苦，所以最重要的還是
改變自己，消除執著。

托尼一開始也是看不起黑人，來家裡做事的兩
個黑人工人喝完水，他就把他們用過的玻璃杯

那麼，如何消除執著呢？唯有通過學習佛法才

子都扔掉了。他內心當中也是有種族歧視的，

能徹底消除分別、執著。從普通人的角度來

雖然他生活在開明的紐約，並不像美國南部這

講，謝利博士能夠追求平等，其實已經很偉大

麼歧視黑人，但是他性格當中還是很歧視黑

了，但是，因爲他沒有學習佛法，不瞭解產生

人。

歧視的原因以及消除歧視的根本方法，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他是很辛苦的，也是很痛苦的，

而且，托尼在接這份工作的時候，他其實也不

並且也沒有辦法實現真正的平等。

有人說：「人類的悲歡並不相同，但是靈魂沒

自己的行爲去改變這個世界。

有貴賤。」從佛法的角度講，就更徹底了，因
爲人人都有佛性，佛性是完全平等的。如果沒

雖然到最後一站，他似乎都還是很失敗的，因

有從佛性角度去講，永遠不可能平等。所以，

爲最後一站他被人家拒絕：不能在餐廳裡面吃

只有在佛法裡面你才能達到究竟的平等。

飯，所以他拒絕演出，跑到酒吧裡面去了。從
顯現上來說，他到最後一站，其實也沒有什麼

那麼，另外一個平等是什麼呢？佛法認爲，每

很好的效果。但是，想著去改變世界，希望這

個人都想得到快樂，不想得到痛苦，從這個角

個世界更加美好，我覺得這個心我們還是要有

度來說，眾生也是平等的。其實你想得到尊重

的。

也好，你想得到別人的理解也好，最終的目的
還是你想得到快樂。

謝利博士這樣的一個行爲，可能當時在社會上
影響也不大，但是四十年以後，相對來說，種

有個影評講得很有意思：黑人需要平等，白人

族歧視在美國好轉了很多，而且他的故事被廣

需要理解，富翁需要陪伴，窮人需要金錢，同

泛傳播到全世界。這不就是對這個世界產生了

性戀需要尊重，異性戀需要進步。反正每個人

很大的影響嗎？所以說，只要我們的發心是善

都有自己渴望被別人理解、渴望被別人尊重的

良的，我們的行爲是真正有利於社會、有利於

需求，我覺得這是人性的共同點，都渴望離苦

人類的，我們都應該去做，我們要有勇氣去做

得樂。

這樣的一個戰士。但是我們也不要太執著結
果， 「只管耕耘，莫問收穫」是很重要的。

當你知道每個人都想得到快樂的時候，你就會
慈悲。因爲你想快樂，別人也想快樂，所以，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有時候對於在做的事情，

你就應該學會去理解別人、包容別人、尊重別

會想：「做這個值得嗎？做的事情有人理解

人，對吧？我覺得要消除歧視，首先要消除我

嗎？有人真正得到利益嗎？」特別是當我們遇

們自己內心的歧視。我們不能夠去歧視別人，

到一些困難的時候，甚至會退轉

不能夠對別人有偏見。我們要讓自己變得更加

算了算了，還是自己管好自己吧！」但我覺得

地有智慧，更加地開放、包容、尊重、慈悲。

我們不應該這樣。哪怕沒有人理解你，如果你

如果遇到別人對我們有偏見、歧視、不理解，

真的經過深思熟慮，你知道你的這個觀念是正

我們應該包容別人，要知道這是正常的。我覺

確的，有利於世道人心，有利於眾生，我覺得

得這是這部電影給我們的一個啟發。

你還是應該去做，人家理不理解不重要。現在

「哎呀，

理解不了，以後會理解的。
我自己這麼多年當中一直在努力做一些我認爲
謝利博士，我覺得他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有

有意義的事情、正確的事情，就是上求佛道，

勇氣去改變世界。他本來可以在北方過很好的

下化眾生，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我現在在

生活，但是，他爲了改變大家對黑人的看法，

做的事情，也許也會有人不理解。但是，沒有

特意去種族歧視特別嚴重的南方。從中可以看

關係，只要是我們所做的事情符合佛陀的教

出，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勇氣的戰士，他在用

言，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我覺得都是有價

值、有意義的。

去爲社會作出貢獻，他有畏難情緒，他不願意
去幫助別人，這樣的天才我覺得還不夠偉大。

從古到今，很多偉大的人物、很多的智者，包
括佛陀也是一樣不被人理解。按照歷史記載，

你不但要是個天才，而且你要有勇氣去改變人

佛陀的教法當時在印度也沒有很多人學。聽說

心。就像佛教裡面講的，最偉大的心就是菩提

王舍城裡面有三分之一的人見過佛陀，三分之

心，你願意去幫助一切眾生，眾生再剛強難

一的人聽說過佛陀，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根本就

化、眾生再惡劣，你都對他們懷抱慈悲、懷抱

不知道有佛陀這個人。佛陀再有智慧，其實

希望，我覺得這個是最偉大的！

當時跟隨他的人也是不多的。但是，你看兩
千五百年以來，佛陀的教法利益了這個世界多
少的人？數都數不清楚。所以說很多正確的事
情在當時未必影響很大，但是，如果這是一個

謝利博士其實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他不想成

很好的事情，它未來會更多地影響世人。

爲一個普通的黑人，但是他又成爲不了白人。
謝利博士想跟普通的黑人區隔開來，但是又被

我們每個人可能是非常微小的，我們在這個社

白人所歧視，所以一直活在夾縫當中，很痛

會上可能什麼都不是，但是我們這樣一個很普

苦。他在雨中暴走的時候，說：「我既不夠白，

通的人，還是可以用善心去傳遞一些真、善、

也不夠黑，也不夠男人。」他是當時社會的一

美的智慧，希望這個世界更美好。我覺得這是

個精英，一個非常有文化的人，一個非常有才

非常珍貴的一種發心，也是非常珍貴的一種行

華的藝術家，一個非常有福報的人，但同時他

爲。

也是一個很痛苦的人。謝利博士每天晚上必做
的一件事情就是借酒澆愁。

我們應該學習謝利博士的勇氣，他當時所面對
的社會處處都有歧視，但他是很有勇氣的一個

社會上有類似痛苦的人也是很多的。佛教認

人，希望能夠去改變這樣一個現狀。我覺得我

爲，凡夫之所以會有痛苦，其實都是因爲不認

們作爲大乘佛教的一個弟子、一個菩薩，要成

識自己的本性，對自己有一種無明的緣故。因

爲輪迴的勇士， 「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此，一個人如果不學佛，即使再優秀，內心當

眾生再剛強難化，你都不能退轉，要有菩提

中還是會有迷茫和痛苦，因爲他其實不知道自

心，去利益一切眾生。

己生命的真相。一個人真正的快樂來自於對自
己生命真相或者是本來面目的認識。

謝利博士雖然很有勇氣，但他的力量是相當有
限的，而且他內心相當痛苦，所以我們必須要

佛教裡面講，一個開悟的人他一定是很篤定的

修學佛法，不修學佛法，其實是沒有辦法真正

人，他不會因爲別人的誹謗或稱讚而動搖，因

做到自他俱利的。

爲他知道自己生命的真相。人爲什麼會動搖？
就是因爲對自己不認識。如果你明白了自己的

電影中有一句臺詞，我覺得很有道理。有一個

本來面目，其實你就不會受這些苦，而且你內

人說：「成爲一個天才還不夠，還要有勇氣去

心當中永遠是篤定的。因爲佛性是不會有任何

改變人心。」很多人很有才能，但是他不願意

增減，也不會受到任何破壞的。

像謝利博士這麼優秀的人，如果不學佛法，內

我們很多人交流到後來爲什麼會有痛苦？是因

心的痛苦也是沒辦法解決的。所以，還是必須

爲你期待的交流的結果沒有出現。但是，誤會

要修學佛法，除了佛法，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是正常的，你要瞭解這一點。如果期待的效果
沒有出現，你說：「哦，這個是正常的！」這
就可以了。

托尼去面試的時候，坐在下面。謝利博士坐在

確實是正常的，人跟人之間誤會難道不正常

上面，像皇帝一樣。謝利博士說：「我需要一

嗎？對不對？理解反而是不正常的。偶爾理解

個貼身男僕，每天要給我洗衣服。」托尼馬上

一次，你應該說：「啊，這個太稀有難得了！」

說：「這個我肯定不幹。」這裡面可以看出，

宗薩仁波切曾說：「所有的溝通其實都基於誤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互相不能理解。但是隨著電

會，沒誤會那一次，純屬幸運。」

影情節一步步發展，後來他們成爲了朋友。我
覺得這部電影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啟發是：人跟

《妙法蓮華經》中說：「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

人之間一定是可以互相影響的。

法實相。」除非佛跟佛之間才可以互相理解。
我們每個人的狀況也只有佛才能夠完全地理

一方面，謝利博士對於托尼有很多引導，他

解、瞭解，除了佛以外，其他人都是互相不能

說：「你跟著我，就要改一改你的話語，你的

夠完全理解的。但是，雖然不能完全理解，我

粗話太多了。」

們還是要去努力，還是要主動以善意去溝通，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雖然不能絕對互

當托尼在門口賭博時，謝利博士對他說：「你

相理解，但是我們可以相對的互相理解，這還

通過這樣賺錢，不是說不可以，但是呢，其實

是有可能的。

這是一個沒有檔次的行爲。別人是沒有權利進
去，所以只能在門口賭博，而你是唯一一個有

以善意溝通，不是說你要去說服別人，說服別

權利進去的人，但是你沒有進去。」

人有的時候效果並不好，反而你去尊重、包容
別人，可能會效果更好。爲什麼我們講慈悲是

通過謝利博士的影響，托尼變得越來越有文

最大的力量，而不是說智慧是最大的力量？你

化，最起碼情書寫得更好了。謝利博士被托尼

智慧很高，人家未必真的喜歡你，但是每個人

影響，也越來越放鬆和開朗了。

都會喜歡慈悲的人。

雖然有的時候他們也吵架，但我自己覺得，有

電影當中也說明「愛」是最偉大的力量。影片

的時候吵架也未必是壞事。吵架也比不吵好，

最後，謝利博士能夠到托尼家裡來，就是因爲

最怕的就是冷戰，互相不理，這個我覺得是最

他們在旅途當中，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雙方

不好的。說白了，吵架也是交流，人跟人之間

之間產生了一種真正的愛。聽說在真實的社會

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第一個，要抱著一

當中，他們兩個人一生當中也一直是好朋友。

顆善心去交流；第二個，不要在乎交流的結
果，這很重要。

電影裡面有一句臺詞講得很好：「我們之間的
距離，令人黯然神傷，幸與你攜遊愛河，使我

畢生心安。」我覺得人跟人之間，其他都不重

謝利博士一直在緊張當中，上層的人往往缺乏

要，愛心是最重要的。佛教裡面講，慈悲是最

這種自然、率真和放鬆。托尼率真和淳樸的性

偉大的一種精神。

格也給謝利博士帶來一些啟發。電影裡面有個
情節，托尼在車裡跟謝利博士聊天，托尼叫謝

電影裡面也講到，人跟人之間會有很多的距

利博士吃雞，謝利博士一開始坐在後面一本正

離，或者有很多的偏見、很多的歧視，但是，

經，面無表情。托尼最後把雞腿扔給他，他沒

唯有愛能夠給我們帶來快樂。我們每個人都應

辦法，只好挑戰自己把雞給吃了。謝利博士一

該不斷地去培養自己的慈悲心，這是快樂真正

開始都是一臉緊繃的，被托尼影響以後，後來

的源泉。

就越來越開朗了。
從修行的角度來講，謝利比較容易成就還是托
尼比較容易成就？我自己覺得托尼比較容易成

影片裡面，托尼是一個比較率真的人，不會講

就。因爲他真誠、真實、不虛偽。修行的人，

客套話， 他有什麼說什麼。相反， 謝利博士

最重要的是要做一個真誠的人，真誠面對自

呢，表面上非常儒雅、非常有修養，但內心很

己，真誠面對別人，這很重要。

痛苦，他心裡話不願意說給你聽。有修養的人
往往會偽裝自己，心裡有痛苦也不說出來。

法王如意寶曾經講過，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開
悟？他說，精通五部大論的人未必容易開悟，

像謝利博士這樣的人，在舞臺上是多麼輝煌，

往往是比較純樸的人，看起來不是那麼有智

這麼多社會名流爲他鼓掌，但他自己內心當中

慧，但他很有信心，這樣的人比較容易開悟。

非常痛苦，每天晚上只能借酒澆愁，包括他在
雨中的這種宣洩，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內心當

宗薩欽哲仁波切說：「任何阻礙我們與真實的

中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內心越是痛苦，他外在

自己交鋒的偽裝皆是過失。」並說：「大圓滿

越是偽裝。

是，你敢不敢承認自己其實就是個混蛋？」
「爲

什麼說大圓滿根基者少？因爲對於人們來說，

看自己，你與其批評這個世界，批評別人，不

最難的就是放下對自己的欺騙。」

如好好地努力，做得比他更好，對別人來說，
這就是最好的一個榜樣。

印度的八十四大成就者裡面，也是只有五個人
是出家的僧侶，其餘都是在家人，很多都是社

我們要有勇氣去改變，但是怎麼改變呢？其實

會底層的人，類似於托尼這樣的人，有乞丐、

不是去改變別人，恰恰是要改變自己。佛教有

修鞋的、洗衣服的、打鐵的，這種人比較多，

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叫「自覺覺他」，我們最終

這也給到我們一些啟發。

的目的當然是爲了利益眾生，但是首先要從自
我的修行開始。

當然，並不是說大家不要去學文化知識，但是
你不能被文化知識所束縛，你不能因爲有文化

有時候我們爲什麼對別人的幫助或者是影響還

知識對自己產生一種執著。社會上也有一句話

不夠？那是因爲我們自己的修行還不夠。我覺

叫「知識越多越反動」，其實並不是知識的問

得自覺與覺他是相輔相成、不能夠分割的。我

題，知識沒有害你，是你的執著害了你。我們

們不能老是想著每天要去度化眾生，自己卻不

當然要學習謝利博士的修養、才華、勇氣，但

好好修，這也是沒有用的。但是，我們也不能

是我們也應該學習托尼的率真、真誠、負責任。

說：「啊，自己管自己就好了，不要管別人。」
這個我覺得也是不對的。首先我們發心，希望
能夠利益眾生，但是在利益眾生之前首先要修
好自己，讓自己能夠變得更好，這個我覺得也

有時我看到社會上很多人，或者有些同學會有

是非常重要的。

一種毛病，就是覺得別人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希望去改變別人，但是其實自己也做得不怎麼

我們不要忘記對眾生的慈悲心、菩提心，我們

樣，這個我覺得是最麻煩的事情。不是說我們

希望這個世界更美好，希望所有的人都快樂，

不能夠去給別人提意見，但是我覺得你首先要

這個心一定是不能放棄的。但是，我們先要從

自身開始做起，我們每個人抱著善良的心，爲

你在內心當中找不到快樂，在外面找快樂，肯

世界更美好而努力，這樣的話，這個世界一定

定會痛苦的。

會更加美好。
前兩天有個道友跟我探討婚姻的意義，我覺得
做好自己的時候，其實最重要的是你不要生起

世俗當中所謂婚姻的意義其實就是要找一個人

煩惱。如果你做好自己，還是很煩惱，那也沒

互相依靠，在別人身上找點快樂，不就這麼回

有用，是吧？很多時候，我們做好自己的目的

事嘛？對不對？

是爲了戰勝別人，要證明自己是對的，這就是
痛苦的來源。我覺得謝利博士就有點這個味

如果你是個快樂的人，他是一個痛苦的人，那

道。人關鍵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執著，其實每個

你跟他在一起，痛苦還可以中和一下。如果你

人的痛苦都是因爲執著而引發的。

是個快樂的人，他也是快樂的人，兩個人在一
起快樂是雙倍，是吧？但是，如果你是個痛苦
的人，你再找一個凡夫，他也是個痛苦的人，
痛苦加痛苦，變成雙倍痛苦，怎麼可能找到快

電影裡有句臺詞：「人之所以孤獨，是因爲不

樂呢？就像兩個瞎子在一起，眼睛會亮嗎？不

敢邁出第一步。」孤獨的人沒有勇氣走出第一

可能。

步，我覺得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來講確實是這
樣。我們有時候沒有勇氣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其實我覺得孤獨並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你是

主動地去跟別人溝通，這是我們普通人的一種

不是能在內心當中找到快樂。如果你在內心當

毛病。

中沒有找到快樂，那你在外面也是不可能找到
快樂的，所以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要通過修行

其實你真的去跟別人溝通，雖然會有失敗，但

佛法，在自己內心當中找到快樂，這就是獲得

也會有人理解你，對不對？所以你主動邁出第

快樂唯一的方法。

一步，其實有失敗的可能性，也有成功的可能
性。所以，只要懷有善意，我們都應該主動邁
出第一步。
我看電影其實看得也不多，但是每看一次電
不過我覺得， 「孤獨」不是什麼負面的詞兒，

影，最後的結論就是：還是必須要修佛法，除

孤獨本身不會帶給人痛苦。人爲什麼因爲孤獨

了佛法沒有其他的方法，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

而痛苦？是因爲他在自己內在找不到快樂，所

走了。

以他要到外面去找快樂，結果沒找到，就更痛
苦了。

希望大家通過這個電影瞭解歧視無處不在，但
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放下自己心中的歧

其實我特別喜歡孤獨，我自己可以每天看看

視，放下自己心中的執著，放下自己心中的偏

書、修修法，我一個人忙得很，絕對不會感到

見，學會用平等、尊重、包容、慈悲的精神去

痛苦，在孤獨當中我很快樂。我覺得，一個人

對待所有的人，對待所有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要在自己內心當中找到快樂。如果

追隨大恩上師修學佛法，屈指數來，已經步入第六個年頭了。隨著
時間的推移，我越發珍惜同上師的這份法緣，也特別珍惜上師的微
信朋友圈。
聽說，以前只有極少數人（一般必須圓滿加行者）才能有幸成爲
上師的微信好友。我在完成加行後，就請求一位老師幫我這個大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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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師微信，祈請上師通過我的微信好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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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上師的微信好友後，我興奮了好久，感覺同上師的距離拉近
了。只要手指一點，上師朋友圈的教言一一在目。它們是那麼言簡
意賅，又那麼刻骨銘心，真是我修學佛法的輔助教材。當然，上師
朋友圈所發內容涉及範圍廣泛，內容並不局限於佛法，對我而言，
這就是一個浩瀚淵博的知識庫，極大地豐富了我的見識，我心安理
得地沉浸其中。
從那時起，上師的微信朋友圈我每天必追，也一直樂此不疲地點贊。
就在幾天前，我又一次在上師的朋友圈中發現了「寶」，上師轉發
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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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不問，確實是至高無上的修養。文中說：

年這件糗事，我才意識到自己早種下了如此這

「潤物無聲，明知不問，是智慧。」這讓我想

般的負面種子，又豈能期待有好結局呢？不是

起好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法不殊勝，不是摩利支天不靈，只怪自己沒有
爲對方著想，沒給對方留餘地。在此深深懺

八十年代曾在我的娘家幹活好多年的女傭，離

悔，爲當年自以爲是「直率」的做法深表懊悔。

職後在柔佛巴魯購屋，因爲資金周轉不靈，向
我致電求助。我二話不說，隔幾天就把錢送到

懺悔之餘，更要感恩上師。上師善巧方便，不

她當時當幫傭的主人家。儘管事後她曾還了幾

僅不時地轉發高僧大德的教言，還精心爲我們

百元，但餘款一直拖欠，多年過去也只字不

選擇性地轉載可閱讀的文章，甚至，還跟我們

提。這讓黑白分明的我極爲憤怒，一通電話狀

分享值得欣賞的樂曲，等等。上師用大眾喜愛

告到她的老闆那裡，說她欠錢不還，而且離開

的各種方式，發出點點滴滴利益弟子的教言。

獅城也沒打個招呼（當時要借我錢的時候，會

如果不是從上師朋友圈品味了這些教言、這些

致電我辦事處，現在人要離開這裡了，卻不通

文章，我就錯過了一次又一次學習觀察自心的

知我一聲）。後來她知道了我告狀這件事，某

機會。

天在巴士上巧遇我的弟媳時，向弟媳表示了對
我的不滿。

上師的朋友圈讓我在學佛的路上獲益匪淺，走
得更輕鬆自在。最近獲悉上師這些年朋友圈聚

就這樣過了若干年，我後來開始學佛。大恩上

集的教言與文章，已經集結出了一本微信書，

師在很多開示中都告訴我們，摩利支天菩薩會

我這個忠實粉絲興奮不已。期待能一書在手，

保護我們的財產，祈禱摩利支天菩薩，就會

翻閱那些曾陪伴我度過無數修學日子的寶貝！

「不爲人債其財物」，欠我們錢的人會主動還
錢。我於是發心念了不少摩利支天真言，但
是，就不見她還我錢。
讀了上師轉發的這篇文章，我恍然大悟。我是
明知故犯，讓她在人前難堪，難怪她對我「此
恨難消」，也難怪摩利支天幫不上忙。如果當
年我不「置人於死地」，不向外人揭這個瘡疤，
她應該就不會被激怒。

「明知不問，知而不言」，是瞭解並體諒對方
的苦衷。「言出必善」，才能讓對方心服口服。
因爲上師在朋友圈轉發此文，引發了我的回
憶，才讓我有了一個發露懺悔的機會。想起當

聽說過一句話：「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

夜已深，周遭一片寂靜，辛苦了一天的大多數

以談人生。」對於很多師兄道友來說，就是因

人都漸漸休息了。弟子一個人坐在書桌前，心

爲有過那些深夜痛哭的日子，所以才有了機

裡久久不能平靜。

會，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機會，
打開自己的心，從此讓佛法的陽光照進來。這

回想這幾年來的經歷，弟子無德無能，全靠上

篇感應感言，來自道友發給智廣阿闍梨的私

師的加持，依靠佛法的智慧，解決了我的人生

信。這是一篇可以在黑夜裡閃閃發光的感言，

危機

願能照亮我們前行的路，願能溫暖我們的心。

務全部還清，過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

從一個負債累累的弱女子，到今天債

活。
頂禮大恩上師！
從以前鬱鬱寡歡、前途黑暗的日子走到今天，

從黑暗走向了光明……弟子在這裡懷著無比感

要人幫啊，我必須儘快把公司業務做起來，還

恩的心情，向大恩上師彙報這幾年的個人情

清債務。

況。
想是這麼想，可是細算算，這麼多錢什麼時候
才能還完？憑我的能力，哪有那麼容易？什麼
時候才是盡頭啊！
弟子 2015 年 5 月皈依上師，在皈依之前由於
個人經營不善，累計欠了一百多萬的債務，其

一想到這，我經常睡不著覺，經常一整夜失

中跟個人借款七十多萬，另外拖欠員工工資幾

眠，我的壓力太大了！有時候，我因爲半夜睡

個月，保險欠了二十多萬，加起來也有七八十

不著覺，就把家裡的阿姨吵醒，要她陪我聊

萬。

天。後來阿姨都受不了了，覺得這樣下去，我
會瘋掉，會變成神經病。

債務像山一樣壓在身上，我又帶著兩個孩子，
既要照顧家庭，還要管理公司。公司的業績不

那段時間我的情緒很不穩定，脾氣暴躁，經常

是很穩定，工資經常不能按時發放。

打孩子，拿他們出氣。頭髮大把大把地掉，人
又老又憔悴，臉上還長了斑，狀態非常不好。

我總在想辦法儘快把欠的保險金交上，員工的
工資要按時發放，不然公司馬上面臨倒閉，非

記得有一次，女兒拿了我 50 元錢，放哪兒找

常危險。家裡開銷每月也要將近兩萬，還要很

不到了，我暴打了她一頓。因爲每個月家裡錢

節省，我自己不能買東西（那時候我很久都沒

都不夠用，除了基本開銷，還要還錢，所以錢

有買過新衣服），總之情況非常糟糕。

要算著來花，要保障家裡基本生活，不能讓孩
子沒飯吃，即使是 10 塊錢，對我來說，都很

記得有一次，因爲實在拿不出錢交房租，房東

重要，都不能亂花，我自己口袋裡經常也只有

用很難聽的語氣跟我說，如果我再不按時交房

幾塊錢。

租，就讓我直接搬走。我當時很想反駁他，爲
什麼說話這麼難聽？但我的確沒有錢交房租，

真的太痛苦了！我在晚上常常一個人哭，還不

也沒有地方去，萬一房東真的把我趕走，我要

能哭出聲音來，怕影響家人。我想過自殺，還

怎麼辦呢？我只能忍氣吞聲，寄人籬下的感覺

研究過死的方法。跳樓太慘，會摔得很難看；

太痛苦了。

割腕又太痛，沒有勇氣。

這些事情我都不敢和爸爸媽媽說，怕他們擔

有一次阿姨的話點醒了我，她說你現在沒有資

心，我覺得這是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解決。

格死，你死了，你的兒子女兒怎麼辦？他們要

我急忙到處找錢，人都快要瘋掉。還好後來有

流落街頭。你既然生下他們來，就要把他們養

一個朋友答應幫忙，借了我五萬，幫我渡過難

大，你現在沒有死的資格。

關，我很感恩這位朋友。
這句話一下點醒了我，我想我不能這麼不負責
雖然暫時解決了眼前的危機，但我不能每次都

任。爲了孩子，我要振作起來，一定要儘快把

債務還清，給孩子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了，好無助。

可是，怎麼做才能把錢還掉？我天天都在發

關鍵時刻，突然孩子他爸認識了一個陌生人，

願：一定要把錢儘快還掉！只要早日把錢還

對方主動找他做生意，主動給錢，大概盈利了

清，無論吃多少苦我都願意。

幾萬塊錢。這筆錢來得太及時，讓我發了阿姨
的工資，還付了其他費用，總算可以安心過

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個時候，我遇到了佛法，

年。當時離過年也只剩下十幾天。

我的人生出現了曙光……
我心裡覺得很神奇，按正常情況是做不到這個
生意的，因爲每年過年大家都要用錢，生意是
很難做到的，這次對方竟然還主動給錢。
2014 年底，公公過世，我在微信朋友圈發了
條消息。當時有位跟我一起做義工的同學發消

阿姨說肯定是佛菩薩在幫忙，看你實在過不下

息給我，說我可以爲公公讀經，他推薦了《地

去了，總不能把你逼上絕路。我想想也是。這

藏經》，告訴我這樣可以幫助我公公，而且，

一次，我內心對佛菩薩生起了信心。

如果我能爲公公吃素就更好了，對我的生意也
會有幫助。

阿姨那次過年回家兩個月，往年都只回家一個
月左右。阿姨說，看我現在這麼困難，就晚來

我一聽，讀經既能對公公有利，我自己也受

一個月，讓我省點錢。那次過年期間，我每天

益， 而且不用花錢， 挺好的。當下就決定吃

帶兩個孩子，做家務忙得團團轉，還要參加共

素、讀經。我就連續讀了二十多部，在我讀到

修。晚上的共修很多時候我都是家務做一半，

快一個月的時候，同學瞭解到我的情況，就推

參加完共修再繼續做。做完家務經常已經很

薦我參加共修活動：早上和晚上《藥師經》和

晚，第二天起床很困難，常常起不來。後來我

《法華經》共修，能夠快速積累福報，一定可

找了個起床的方法：我告訴自己，如果早上你

以讓公司生意變好！當時我眼睛都亮了，感覺

要睡過去不起來，後果就是

看到希望，如同抓到救命稻草。心裡想：這對

家都很慘，流落街頭；反過來，如果我堅持早

我是一次機會，把錢還清的機會。

起，參加共修，結果是

公司倒閉，全
公司生意好，債務

還清。每次我想到這裡，動力就有了。
欠錢的滋味太不好受了，每次接到催我還錢的
信息， 我就很緊張， 心裡七上八下。沒有錢

除了早晚共修，我只要空下來，就自己讀經。

還，還要和人解釋，看別人臉色，聽難聽的

以前，我壓力大的時候，就喜歡看韓劇，覺得

話。於是第二天，我馬上開始參加早晚共修，

這是一種情緒的釋放。但是參加共修後，我就

幾乎一次不落下，並發願再吃三個月的素。

不看電視了，只想著多讀點經，債務就可以早
點還清，就可以早點結束這種痛苦的生活。

在這期間，剛好快過年，家裡要用錢的地方很
多，阿姨等著工資回家過年，我身上沒有錢，

不久後，又聽同學說，放生有很多功德，一次

很著急。要是沒有錢進來，我這個年都過不了

如理如法的放生，就具備了三種布施（財布

以借錢，再不解決問題公司就要被迫關門，所
以急需進一筆大金額款項。客戶的這筆現款真
的是幫了我大忙。
2015 年 5 月，無錫召開第二次藥師法會。這
次我放下所有的事情，參加了法會，還在道友
的安排下見到了上師。第一次見上師，我的心
跳得很快，有點小激動呢。在現場很順利地皈
依了上師，上師給我們傳了《開顯解脫道》，
說以後我們可以修五加行。
施、法布施、無畏布施），尤其是財布施，實

就在那次參加無錫藥師法會期間，在顯雲寺，

在是非常打動我。我如果經常布施財物，將來

我打電話給年前另一個來考察的客戶。對方接

就會收穫財物，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因爲錢而焦

到我的電話，就說決定做我們的代理，先付

灼了！於是我聽從同學的建議，開始陸續參加

30 萬。這筆款對當時的我來說，是筆巨款，

放生活動。

簡直是救命錢。生意來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議
了！
冷靜一想，這麼順利就做到這兩筆生意，肯定

在放生現場，我經常聽到道友分享上師的事

是上師藥師佛的加持，我太感恩了！當時內心

跡，內心很崇拜，我也好想早日見到上師，跟

激動得想哭。上師幫我渡過了一個難關，這筆

隨上師學習啊！在參加了差不多八部《法華經》

錢解決了公司將近一半問題。這個訂單是公司

共修後，我心想事成了。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最大的訂單，讓我發了工
資，交了部分保險。

這期間發生了兩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我認爲一
定是上師的慈悲加持。

這件事讓我很受觸動，對上師生起了強烈的信
心。我才剛皈依上師，上師就加持我，解決了

2014 年底，有兩個新客戶到公司考察我們的

我這麼大的問題。如果再好好跟上師學習，把

項目，其中一位是朋友介紹的，另一位是自己

錢還清指日可待！錢還清了，孩子們的生活就

打電話到公司咨詢的東北客戶。後來兩位都來

有保障。一想到這裡，內心更加堅定，一定要

我公司進行考察，但當時都沒有成交，我對這

好好依止上師。

兩筆生意沒有抱太大希望。但是沒想到 2015
年，剛開年不久，這位東北客戶就主動聯繫

從那以後，我聽了上師很多開示教言，知道了

我，並且打了大概五萬左右的現款。

我當下的窘況都是自己造成的，是我之前做了
很多不該做的事情，才導致今天的結果。意識

記得當時我的公司開銷大，資金非常緊張，保

到這個問題後，我開始認賬：承認之前做錯了，

險帳號已經被封，還要發工資，也沒有渠道可

並立即改正自己的行爲，努力作上供下施。

從那以後，我更加精進了，因爲看到了希望，

2015 年，一整年爲了做功課我都很晚才睡，

仿佛光明就在前方不遠處。我決定要全力以

但內心不像以前那麼痛苦了，因爲我知道，依

赴，雖然有上師加持，但自己也要精進。所謂

靠上師加持，我的債務一定能還清。

「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付出一分和十
分的收穫肯定不一樣。

功夫不負有心人，公司的業績明顯有了轉機，
生意開始慢慢變好，家裡也不像以前那麼困
難，雖然開銷緊巴巴，但已經能夠維持，有時
候甚至還能有多出來的錢，我能還一點向個人

一方面是修法，一定要全力以赴。我開始繼續

借的錢，每個月都能有錢作供養。

勇猛精進地讀誦《藥師經》《法華經》（陸續
又讀了 20 多部《法華經》）；放生及共修，

爲了多作供養，我自己很節省，把開銷降到最

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參加。我不斷祈禱上師加

低，想吃的東西或想買的東西，能不吃就不

持我，怎麼樣可以讓我早點還清錢，就怎麼加

吃，能不買就不買，都省下來作供養。家裡的

持我。

伙食費，經常 100 元要用一個星期，口袋裡常
常沒有錢。

另一方面，我全力以赴上供下施，因爲這是未
來我獲得財富的因。我將公司每個月的收入拿

記得第一次參加會供，我的身上只有 50 元，要

一些出來固定作供養。因爲身上錢不多，就從

是全部供養了，我就沒錢坐車回家，於是只拿

供養 1 塊錢開始，然後在殊勝的日子多供養，

出來 20 元供養，當時我覺得很慚愧。回家的時

無論再困難，都要想盡一切辦法擠出錢來供

候道友給我拿了很多會供的食物，我內心非常

養，因爲只有這樣，我才能早點還清債務。

非常感謝，同時也希望未來自己能多作供養。

雖然是這樣，但是當時的我已經一點也不擔

就很想以最快的速度修完，我相信上師的安排

心，因爲和最困難的時候相比，至少我現在還

肯定最適合我當下。

能維持，公司慢慢正常運轉，我也還能作供
養，已經是太好了。更何況是因爲我皈依上師

回想這些年來，上師對我的加持無處不在，一

修持佛法，生活才慢慢改善的。這些都是依靠

次又一次地堅定了我的信心。記得有一次在山

上師賜予，我本來就什麼都沒有（只有負債）。

東開發客戶，我想開發一個在黃島的店，我就

所以，只要有供養上師的機會，我應該全部拿

祈禱上師加持。剛祈禱完，很快就有一個客戶

出來供養。想到這些，我的內心就很歡喜。

幫我介紹了一家新店，正好就在黃島。

而且我發現，每次我把錢用完後，需要錢的時

上師曾經開示過，只要祈禱上師，上師就一定

候，都會有錢來，這也是很神奇的。沒有皈依

給我們最好的加持，可許則許。這點我深信不

上師之前，這些都是不可能發生的。我每個月

疑，因爲我經常感受到上師非常不可思議的加

生活費都有問題，作供養是萬萬不可能的。

持。

每每想到這些，我就非常感恩上師！上師對我

有一次，我跟進一個上海的客戶，出現了障

的恩德太大了！要是沒有上師，我不知道自己

礙，一直沒有進展。我就很誠懇地祈禱上師，

現在在哪里了。哪怕艱難的時候沒什麼錢供養

再打電話給客戶。結果客戶語氣很好，很快就

上師，上師也從來不會嫌棄我。每次見上師，

合作付款。後來我每次收款不順利的時候，就

上師都是對我微笑，上師的微笑給我無比的加

祈禱上師，款都能順利收到。

持，讓我的內心有了力量。
記得我在修第一個微加行期間遇到了違緣，法
記得有一次在上海萬邦，我想求供護法的傳

就是修不起來， 不想修， 停了兩個月。這時

承。我走到上師面前，上師看著我，對我說：

候，一位和我一起皈依、一起閉關的道友主動

「需要我爲你做什麼？」我還沒有說話，上師

來鼓勵我，給了我信心和動力，讓我又重新開

就知道我的內心，而且用如此慈悲的語氣對待

始修了起來。我知道，這一定是上師在鼓勵

我，當時我的心都要融化了，我想這一幕我永

我，因爲「同修即上師」。

遠都不會忘記。每次遇到困難，我就想到上師
當時的樣子，我的內心就充滿了力量，就不會

從那以後，我就比較順利地修起了五加行，能

退縮，就可以堅持下來。

放下的事情都放下，集中精力做這件事。我給
自己定了目標，每天磕多少頭，我就必須完
成。有時候修兩座，有時候三座。在修加行期
間，我堅持讀《藥師經》、供護法，我發現這

2015 年 10 月份，我和師兄們一起閉關修《百

樣違緣就少了很多。

日修心》，那時候我的公司已經有了好轉，讀
經也看到了效果。我想我應該趁熱打鐵，再接
再厲，爭取早點還清債務。於是，我就準備修
加行。因爲上師開示說修加行積福報最快，我

修加行後，福報開始大量累積，加行修到一

半，第六個微加行開始，公司生意就比之前好

2017 年發生了一件事。年中的時候，我們的

很多，我在經濟上寬裕很多。

得力員工走了，只剩下一個員工和我，兩人搭
檔。怎麼辦？那時錢還沒有還清。我想到上師

2016 年 5 月，公司所有的債務全部還清了，

曾經開示過：這世界上誰都靠不住，靠山山

甚至還有分紅。我每月扣除家裡的開銷和上供

倒，靠人人跑，只有上師三寶是我們永恆的依

下施的錢，還能有多餘的錢償還個人債務，大

靠。我想，那我必須靠自己祈禱上師三寶，上

概還了 10 萬。這剛好是我皈依上師一年後。

師三寶加持我，沒有得力的員工，我自己也是
可以工作的，剛好也可以借這個機會鍛煉自

一年前的我，做夢都沒想到，能這麼快就把公

己，提升自己。

司的債還掉。爲了還債，我承受了多少壓力，
受了多少委屈，一個人獨自哭了多少回，這些

於是，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下店，一直到年

痛苦自己最清楚。我覺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

底，公司的業績不但沒有減少，還有盈利，又

得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爲有上師的加

讓我把債務還了十幾萬，離還清債務又近了一

持，沒有上師，靠自己怎麼可能做得到？多少

步。我再次感受到，這都是上師強有力的加

次，堅持不下去的時候，都是依靠上師的加

持。

持挺過來的。一想到這裡，我的眼淚掉下來
了……要是沒有慈悲的上師，我會怎麼樣？真

2018 剛開年，我的另一位員工也因爲懷孕回

是不敢想象。

家休息了，公司裡徹底沒有了員工。當時，我
的心態很平和，並沒有擔心，因爲我有上師，
上師會給我最好的安排，一定沒有問題。這一
年，我基本沒有時間參加共修，每天都在下店。

接下來，我繼續前行，因爲還要儘快還清向個

但我還是堅持做功課，《藥師經》《法華經》

人借的錢……

一直在讀，家裡堅持做萬供。每個月的收入也
都還可以，雖然很辛苦，但收穫很大，我有了

終於在 2016 年 11 月份修完了第一遍加行。這

很多新的經驗思路，和客戶相處更融洽了，我

時，生活品質有明顯變化，之前自己想買東西

也更能理解客戶。一年下來，收入比之前稍微

都沒錢買，因爲每個月錢都剛好，沒有多的錢

少一點，但也差得不是很多。這些，都離不開

可以自己用，現在，我可以給自己買點化妝品

上師的加持。

和衣服了。
現在我的脾氣調柔一些了，生氣的次數變少
完成加行以後，我又給自己定了另一個目標。

了，心態很平和。以前我經常看孩子很煩，現

因爲上師開示過做萬供的功德很大，可以極大

在覺得他們挺好的，我和身邊的人關係也和諧

程度地積累福報，我就一直很想做，但是之前

多了。

沒有能力做。現在修完一遍加行，我的條件不
一樣了。於是，從 2017 年初我開始做萬供，

在這期間，有一段時間生意不是很好，有一位

從 7 供做起， 堅持到現在（2019 年）。家裡

同學推薦我認識另外的老師，我並沒有心動。

的生活明顯改善了，一年比一年好。

對我來說，我的上師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師。

上師給我的「武器裝備」這麼多，應有盡有，

到 2019 年過年的時候，我已經不需要再爲錢

有發財的，健康的，開智慧的……我能把這些

而發愁。往年我總是很怕過年，因爲過年要花

學好、用好就足夠了，上師會給我最好的安

很多錢，沒有錢（並且欠著債）的我，很難過

排。我只想好好跟著上師，永遠跟隨上師。生

年關。但是今年這個年我過得很輕鬆，內心也

意好或者不好，都是暫時的，都是自己曾經的

感到很富足。

種子成熟，只要我按上師說的方法做，一定可
以越來越好。

有上師在，只要聽話照做，上師都會給我們最
好的安排！緊緊跟著上師的腳步，不要掉隊，

至 2018 年 11 月 10 日，我欠個人的 70 多萬債

一定會越來越好，從光明走向光明！

務也全部還清。《藥師經》《法華經》我還是
一直堅持讀。公交、地鐵都是我的讀經地點。

非常非常感恩大恩上師您！我現在所有的一切

我會把所有能用上的碎片時間都拿來使用。對

都是您賜予的！謝謝您！祈願您加持我生生世

我來說，只要有時間，無論在哪里，都是最好

世不離師！

的修行地。
弟子 妙持
到今天，我累計讀《藥師經》2450 部、 《法
華經》110 部，做萬供 9700 供。

2019 年 4 月 29 日

總之，輪迴中的眷屬聚會，無非報恩、報仇、討債、還債。
最好的對待方式，就是對他們發慈悲心、發菩提心，發揚藥師琉璃
光如來十二大願的精神，儘量善待他們，讓他們歡喜，以智慧和慈
悲感化他們。大家最好能夠一起念佛修行，同歸極樂淨土，恩仇眷
屬轉化爲菩提眷屬，那就完美了。
如果實在無力感化，也要發圓滿的善心，盡力而爲，至少讓他們聽
到「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殊勝名號，以後他們一定會破迷開悟，
離苦得樂。

and to influence them with wisdom and
compassion. It would be best if we could
practice the Dharma and chant the Buddha’s

?

name together, so we can all return to the
Pure Land. Thus, the perfect ending will be
achieved when we convert our love-hate
family members into Dharma companions.

In general, family members gather in
samsara simply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Even if we are truly unable to influence our

to repay kindness, to seek revenge, to

family members, we should still try our best

collect debts, or to pay off debts.

with full compassion. At least, we should
make the supreme name of the Medicine

The best way to treat our family members

Buddha (Namo Bhaisajyaguru) be heard by

is to generate compassion and Bodhicitta

them, and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surely be

towards them, to try our best to treat them

awakened from ignorance to enlightenment

kindly and make them happy in the spirit of

and elevated from suffering to bliss.

the Medicine Buddha’s Twelve Great Vows,

喜ばせ、智慧と慈悲により彼らを感化
します。一番良いのは皆共に念仏修行
をし、共に極楽浄土に帰することがで
きれば、恩讐の関係は菩提の関係に転
換し、この上なく理想的です。
輪廻転生の中での眷属との出会いは、

もしどうしても感化する力がないとし

「報恩」（恩返し）、「報怨」（仕返し ）、

ても、善に満ちた心で、力を尽くしま

「討債」（取立て）、「還債」（返済）

しょう。少なくとも彼らに「南無薬師

の四種類のみです。

瑠璃光如来」の御名を聞かせることが
できたなら、彼らはいつの日か必ず迷

一番良い対処方法は、彼らに対し慈悲

いを打ち破り、悟りを得、苦しみから

心や菩提心を起こし、薬師如来の十二

離れ幸せ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

の大願の精神を以て、できる限り彼ら
に対し親切に報いることです。彼らを

記
京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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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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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樂
禪
」
一
階
二
階
禪
修
營
2019 年 4 月，京都醍醐寺的櫻花比預期來得遲了幾天。倒春寒中的櫻
花不急不慢，靜靜地等待著與有緣人一期一會的美麗瞬間。

■
記
者
朱
曉
琳

4 月 3 日—5 日，京都四明山一乘院在頗具唐韻古風的醍醐寺傳法學
院舉辦了爲期三天的京都首屆「快樂禪」一階、二階禪修營。
每天上午，一乘院院主（住持）、全球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導師智廣阿
闍梨都會爲七十餘位禪修營學員作特別開示，一階和二階課程內容以
智廣阿闍梨教學視頻教授禪修，由孝光老師帶領禪修練習及討論。

此時，櫻花盛放，遊人如織，獨處一隅的傳法
學院卻分外靜謐。3 日開營前，一場晨雨更添
了禪意。學員們行走在深厚內斂的木質殿堂，
仿佛穿越時空回到唐朝，追隨傳燈祖師們，開
始了一場回歸內在、發現自心的快樂之旅。
智廣阿闍梨在第一天的開示中說道：「醍醐
寺是聖寶理源大師開創的， 所在地曾是古佛
修 行、 成 佛、 弘 揚 佛 法 的 地 方， 同 時 也 是
一千一百五十多年來真言密法傳承祖師修行、
弘法利生的地方，是非常具有加持力的聖地。
大家到醍醐寺來修行，我非常高興，希望大家
在這裡能夠有所收穫。」

這次除了一、二階的基本內容外，每天阿闍梨
還會帶大家一起來學習他新出版的微信書《恍
然若夢》。
禪修營之前，阿闍梨剛剛帶領弟子們圓滿了不
動明王 36 個靈場的巡禮，醍醐寺也是靈場之
一，禪修營學員中也有部分參加了這次朝拜，
所以阿闍梨首先傳授了微信書中和不動明王有
關的一些竅訣，比如參「住眾生心想之中的不
動明王在哪裡」。
接著又開示了禪宗大德虛雲老和尚的禪修竅
訣，怎麼參話頭，怎麼對待妄念等。
特別講解了唐密論典中的殊勝禪修竅訣：「妄
念若起，知而勿隨。」
還開示了從迷惑到證悟的修行要點，解脫成佛
最快的方法，等等。

開示現場學員們笑聲和掌聲不斷，智慧的甘霖

他問題，他也唱首道歌。所以在唱道歌當中禪

帶走了迷惑和憂煩。

修也是一種很重要的法門。」

智廣阿闍梨說，這套微信書他常常帶在身邊看

現場一位同學唱了智廣阿闍梨寫的《愛的信

一看，也是得到了很大的加持，因爲裡面收錄

徒》。阿闍梨開示道：「真正的愛是對聖者的

了很多高僧大德修行、禪修的要訣。他希望大

虔敬心和對眾生的慈悲心。信心與慈悲心的甘

家也能常常學習，從中得到啟發。

露可以融化我們心中執著的堅冰，最後冰就會
化成水，我們就會成佛。」 「煩惱越多的人，
他的心其實越冰冷，越僵硬，越缺少慈悲心。
焦慮症、抑鬱症大部分的問題是因爲太執著於

這次禪修營中與以往不同的還有「道歌禪修」

自己的感受，所以就會很痛苦。」禪修營現場

和「賞櫻禪修」。

就有一位曾經患有抑鬱症的學員，他是在修完
四十九天「慈心禪」之後病癒的。

智廣阿闍梨說：「道歌禪修也是我們很重要的
傳統。密勒日巴尊者也是常常唱道歌，人家問

2016 年 4 月 4 日智廣阿闍梨於醍醐寺唐門外賞
櫻，櫻花正盛開，櫻雨飄飛，心中有感所作。
曲：《舞樂傳奇》主題曲
填詞：四明智廣

道歌禪修那天正好也是 4 月 4 日，深情而婉轉
的吟唱仿佛把大家帶回到三年前的場景。
阿闍梨開示道：「歌裡面講『有時雨，有時晴，
烏雲白雲往來回』。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我
們去看天空就知道，天上會有烏雲，也會有白
雲，但是你看烏雲來了，又走了；白雲來了，
又走了，天空還是天空。我們的心其實跟天空
是一樣的，高興的時候，好比是白雲飄過；傷
心的時候，好比是烏雲飄過；有的時候還下一
場雨，但是這些都是無常的。如果我們的關注
點在烏雲、白雲上面，就會有快樂和痛苦；如
果關注點在天空上面， 就沒有關係， 烏雲來
了，就讓它來、讓它走；白雲來了，也讓它來、
讓它走，不迎不拒。就像我們保持覺知地看著
念頭產生、消失，情緒產生、消失，不被它帶
走，就沒有問題。這首歌裡面其實有很多很深
的含義。」
課後，學員們體驗了賞櫻禪修

漫步在醍醐

寺的櫻花樹下，保持覺知地觀賞枝頭綻放的櫻
花，體會著阿闍梨的智慧教言。

現場另一位同學唱了《醍醐櫻雨》，這首歌是

說，我們的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綫上，每天要去
學習，去上課。我個人覺得，真正的核心競爭
第三天的中午，沒有參觀過一乘院的學員們在

力是內在的這種平和的能力。誰能夠把控住自

一乘院僧眾的導覽下朝拜了一乘院。

己的心，誰未來就會有更強大的力量去面對困
難。怎麼才能讓自己的心變得強大？其實就是

一乘院在奈良的閉關中心目前正在裝修中，由

要通過禪修。」

於時間關係沒能參觀，未來的禪修營將會在那
裡舉辦。
三天輕鬆快樂的禪修學習圓滿結束了。在這一
場短暫的心靈旅行中，大家都感受到煩惱、焦
第三天最後一堂課，孝光老師給學員們作了答

慮漸漸平息下來，原本緊閉的心門漸漸打開，

疑，解除大家在禪修上的一些疑問和困惑。同

內心充滿了無法言狀的喜樂和安寧。

學們也分享了此次學習的豐富收穫，其中有個
十幾歲的小朋友的分享讓我們看到禪修可以給

感恩阿闍梨的慈悲開示和孝光老師的細心指

孩子們帶來的積極影響和正能量。

導，感恩義工們不辭辛勞、用心付出。

智廣阿闍梨也在課程中開示說：「很多人都

大家相約 2019 年 10 月三階課程日本再聚。

■
記
者
胡
玉
英

2019 年 4 月 20 日（農曆三月十六）是准提佛

成佛之基，眾善之首。』一代愛國高僧的民族

母聖誕。爲祈願國泰民安、社會和諧、正法久

氣節值得我們後人去思考、去學習。」

住、眾生安樂，河南准提寺、無錫顯雲寺顯密
講修院和京都四明山一乘院聯合舉辦了爲期兩

接下來，劉老師又分享了自己學習准提法門的

天的「准提護國息災法會」。

心得，並講述了幾則古今中外修持准提法門的
感應故事，令信眾對准提法門生起了信心。

法會同時開通了網络現場直播，現場與全球綫
上同修道友同獲法益，共沾法喜。新鄉市佛教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法會期間，准提寺住持悟

協會副會長、封丘縣佛教協會會長、大佛寺住

然法師和幾位京都一乘院的僧侶，在准提堂修

持上源下山大和尚親臨法會現場並作了講話，

持了在漢地失傳已久、從醍醐寺回傳的「准胝

祝福法會圓滿成功。

觀音十八道次第」修法，爲國家和人民祈福。
爲了唐密回傳的偉大理想，准提寺和京都一乘
院的四眾弟子爲此正在付出踏踏實實的努力。

4 月 20 日，法會伊始，准提寺住持悟然法師
發表了致辭，祈願國家興盛、正法久住、眾生
獲得暫時與究竟的安樂。接下來，同修道友共

4 月 21 日上午，在悟然法師的帶領下，大眾

修准提法之後，悟然法師帶領大眾到准提堂禮

進行了一場殊勝的放生祈福活動。

拜准提佛母並獻上精美的供品，祈禱准提佛母
的加持。

放生祈福之後，劉鵬輝老師爲大眾講解了慈悲
心的概念、重要性以及修慈悲心的下手之處。

准提佛母被認爲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密號最
勝金剛，是中國漢傳佛教界和日本佛教界中極

在講到慈悲心的重要性時，劉老師說：「慈悲

爲重要的一位本尊。東密認爲，准提佛母是主

心可以令家庭、團隊和社會更加和諧，慈悲心

救度人道眾生的佛菩薩，祈禱准提佛母，一定

也會讓自己的內心更有力量，同時慈悲心更是

會得到不可思議的加持。

對自己最好的保護。」接下來劉老師還對釋迦
牟尼佛在《慈心功德經》裡面開示的修慈心的

祈福結束之後，劉雪峰老師爲大眾講解了智廣

十一種功德作了講解。

阿闍梨的《准提法門的弘揚對建設和諧社會的
意義》這篇文章，強調了愛國愛教的重要性，

那麼如何修慈悲心呢？劉老師講到可以從知母

並列舉了祖師大德護國護教的事例。

念恩、自他平等角度下手修，不過對於大家來
說，最簡單、方便的還是修慈心禪。老師列舉

劉老師說：「其實愛國愛教自古以來是佛教的

了西方醫學界關於慈心禪可以令身心更快樂的

傳統美德。新中國首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圓瑛

研究成果，並慈悲勸導大家可以嘗試修修慈心

大師，在 1953 年臨終之前留下遺囑：『願我

禪。

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
力於和平事業，應思利民護國、饒益有情，乃

在劉老師講解結束之後，悟然法師爲老師頒發

了准提寺顯密講修院的講師證書。
接下來，李金勇老師分享了自己多年依師修學
的感悟，並講解了了凡先生改變命運的故事。
老師說：「了凡先生之所以改命卓有成效，一
方面是依教奉行，遵循因果規律，斷惡行善；
另一方面是持誦准提咒的結果。了凡先生作爲
改變命運的真實案例，說明因果規律的真實不
虛以及准提法門的威力，大家如果從這兩方面
下工夫，生命一定會走向光明。」
最後，現場義工和當地信眾獻上了精彩的樂
供，爲此次准提護國息災法會畫上了圓滿的句
號。
藉此殊勝的准提佛母聖誕，准提寺、無錫顯雲
寺顯密講修院和京都四明山一乘院共同發起了
爲期一個月的准提佛母真言共修。祈願國泰民
安、災害不生、風調雨順、人民幸福，所有父
母眾生早證菩提、快樂無憂。

■
記
者
朱
曉
琳

《詩經》云：「四月維夏。」初夏的陽光從枝頭泄下，暖暖地灑在
一乘院古樸雅致的庭院裡，似佛陀的智悲之光，遍照大地。2019 年
5 月 12 日，農曆四月初八，是漢傳佛教最殊勝的日子

釋迦牟尼

佛的聖誕，又叫做「浴佛節」。值此殊勝的吉祥日，爲感懷佛陀的
恩德，京都四明山一乘院舉辦了佛誕日法會。
兩千五百多年前的今天，釋迦牟尼佛降臨人間，爲沉淪苦海的眾生
指引光明安樂的菩提之道。相傳，佛陀降生之時，有九龍吐水爲之
沐浴。因此，後世佛弟子通常都會在這一天以浴佛的形式來紀念釋
迦牟尼佛的誕辰。

法會爲期一天，上午爲浴佛法會，智廣阿闍梨

上午，一乘院整潔莊嚴的佛堂內，中間設有方

爲大眾開示了浴佛的功德，傳授浴佛儀軌並帶

壇，佛陀太子像立於其中，周圍種種妙香所製

領大眾共修浴佛。下午，阿闍梨爲大眾宣講了

的湯水環繞。供壇上設有寶蓋，上面裝飾著鮮

蘊含著釋迦牟尼佛成佛密法的《佛說聖佛母小

花，散發著陣陣芳香。阿闍梨說：「浴佛是按

字般若波羅蜜多經》，並傳授了小字般若波羅

照醍醐寺降誕會的傳承佈置的，是非常殊勝

蜜多真言。與這部經非常相應的麥彭仁波切所

的。因爲《佛說浴像功德經》云：『又以華香

造的《釋迦牟尼佛修法儀軌》，阿闍梨也爲大

幡蓋而以供養。復以香水浴如來身。復以寶蓋

眾作了傳授與講解，並帶領大眾進行了共修。

彌覆其上。以諸飲食鼓樂弦歌讃詠如來。以此

法會同時開通了網絡現場直播，現場與全球綫

功德回向一切種智。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乃至

上的同修道友同獲法益，共沾法喜。

得成無上菩提。』可見，按照經典裡面記載的

方式來浴佛，僅僅浴佛，功德就會無量無邊，

後，阿闍梨倡導大眾把浴佛作爲一個常規的修

甚至可以成就無上菩提。」

法，最好修十一萬次，這樣就可以清淨無量的
業障，積累無量的福德，最終成就無上菩提。

阿闍梨接著爲大眾講解了佛陀出生後走七步的
含義。阿闍梨說：「很多佛經裡面都對這個問

下午，智廣阿闍梨在爲大眾宣講釋迦牟尼佛成

題作了回答。 《佛本行經》云：『現七覺意，

佛的密法時說：「釋迦牟尼佛是我們娑婆世界

消七勞垢，故行七步。』走七步就是代表七覺

的教主。如果沒有佛陀，我們這個世界上沒有

支， 即念覺支、 擇法覺支、 精進覺支、 喜覺

佛法，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是佛陀帶來了光

支、輕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接下來，

明，爲眾生帶來了獲得覺悟、解脫成佛的可能

阿闍梨按照南傳佛教的傳統爲大家講解了七覺

性。所以，佛陀對我們的恩德是非常巨大的。」

支的簡單含義，並說七覺支就是我們從煩惱走
向解脫的七個步驟，倡導大眾在平時就要經常

接下來，阿闍梨慈悲爲大家開示了漢傳佛教經

運用七覺支的方法來修行。

典《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裡面蘊
含的世尊成佛的密法。經云：「聖佛母小字般

接下來，阿闍梨根據《浴佛功德經》的記載爲

若波羅蜜多真言。一切諸佛由是得阿耨多羅三

大眾講解了浴佛的十五種功德及八種功德。比

藐三菩提。」可見，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

如，經常浴佛可以增強清淨的信心，有更多機

真言就是佛陀成佛的密法，也是一切諸佛成佛

會親近善知識，可以消除煩惱，在人間成爲殊

的密法。

勝的貴族，未來往生淨土，不被魔擾，得到十
方諸佛的加持，最終成就佛果，等等。阿闍梨

阿闍梨說：「今天能夠聽聞到這個法，如果能

說：「浴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可以獲得無

夠發至誠心念誦這部經典、修持這個真言，可

量的福德，大家要對這個法生起信心。」

以成就所有願求，不會有魔難，而且可以獲大
福德，消除一切業障，決定快速成佛，是非常

最後，阿闍梨慈悲爲大眾開示了浴佛的方法，

殊勝的。」

傳授了浴佛的簡軌，並帶大眾進行了共修。阿
闍梨來到供臺前，以香湯沐浴釋迦牟尼佛金

爲方便大家修持，最後，阿闍梨還慈悲爲大眾

身，並念偈頌：「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功德

傳授了麥彭仁波切所造的《釋迦牟尼佛修法儀

莊嚴聚，五濁眾生令離垢，願證如來淨法身。」

軌》。阿闍梨說：「麥彭仁波切是藏傳佛教公

隨後，大眾恭敬、虔誠地念誦此偈頌，依次浴

認的文殊菩薩化身，儀軌寫於扎嘉寺，與我們

佛，祈願由此浴佛的功德，能夠令一切眾生消

很有緣分。這個儀軌非常殊勝，以前法王如意

除內心的煩惱塵垢，未來證得如佛陀般的清淨

寶曾經要求弟子們每天必須要修一遍。」

法身。
最後，阿闍梨帶領大眾共修了《釋迦牟尼佛修
阿闍梨強調，浴佛是簡單迅速積福的方法，是

法儀軌》，並倡導大眾報名參加此次釋迦牟尼

可以讓我們速至彼岸、成就佛身、救度眾生

佛儀軌共修。阿闍梨慈悲智慧的開示以及莊嚴

的超勝法門。阿闍梨還介紹了天天浴佛的楷

的浴佛儀式，讓大眾對殊勝的浴佛法門以及釋

模

迦牟尼佛成佛的密法生起了無比的信心。

翻譯《浴像功德經》的寶思惟譯師，他

把浴佛作爲每天的功課，最終獲得成就。最

■ 記者 常冬雲

2019 年 6 月 1 日，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第十一

灌頂傳法等，使唐密教法燈燈相傳，重回華人

代管長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爲京都四明山一乘

世界。

院院主智廣阿闍梨頒發了權大僧正僧階的辭
令，這是真言宗醍醐派首次向華人授予此高級

仲田順和管長猊下在 2016 年授予智廣阿闍梨中

僧階。

僧正僧階時，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時惠
果阿闍梨傳了很多的弟子，而弘法大師是其中

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任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第

踐行最好的那個。智廣阿闍梨是他目前所有弟

十一代管長、醍醐寺第一百零三世座主、大本

子中最有力量、踐行他所有教法最好的一個。

山三寶院第五十二世門跡。管長猊下在授予智

時隔三年，管長猊下再次在訪談中表示，他沒

廣阿闍梨僧階時說：「今天非常高興能爲智廣

有看錯智廣阿闍梨，阿闍梨的學識、智慧、德

阿闍梨授此僧階。七年前，智廣阿闍梨東渡求

行以及學習能力都非常了不起，而且有很多信

法，當時，智廣阿闍梨向我表達了這樣一個心

任他的弟子和一支非常優秀的團隊。管長猊下

願

希望能夠把漢傳密教的精髓唐密回傳到

表示，在晚年能夠將自己的所學所想託付給智

中國，在中國再興，利益國民。我想，我應該

廣阿闍梨，感到非常欣慰。他相信智廣阿闍梨

回應智廣阿闍梨的這份弘願。幾年來，智廣阿

一定會實現將唐密教法回傳再興於中華大地的

闍梨爲實現這一願望做了很多工作，進行了很

願望，這同時也是管長猊下自己的願望。

多修學，我也陸續將來自唐代惠果阿闍梨的密
法傳承原原本本、完完全全地傳授給了智廣阿
闍梨。今天我爲修學圓滿的智廣阿闍梨授此僧
階， 同時授予智廣阿闍梨『傳燈大阿闍梨』
位。一千二百多年前，弘法大師當時從中國把
這個法脈傳到日本，今天我又通過智廣阿闍梨
把它再回傳到中國，這是一份非常不可思議的
緣分。佛法可以令一個國家興旺發達，可以令
我們每個人都幸福安樂。希望智廣阿闍梨能夠
弘揚這些佛法，利益更多的眾生，爲眾生帶來
安樂，爲國家帶來興盛，爲世界帶來和平。」
日本京都醍醐寺，是真言宗十八大總本山之
一，是日本天皇的敕願寺。從 2012 年起，智
廣阿闍梨跟隨仲田順和管長猊下進行系列學
修，管長猊下對智廣阿闍梨至誠懇切的求法有
求必應，傾囊相授，將真言宗醍醐派三寶院流
法流傳承、修驗道當山派惠印法流傳承等諸多
殊勝法要相繼傳與智廣阿闍梨。並應智廣阿闍
梨的祈請，多次帶領醍醐寺僧團到新加坡、中
國臺灣、中國大陸等華人地區進行文化交流、

■ 記者 朱曉琳

「是爲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

阿闍梨和一乘院首座慧智師帶領在日華人參訪

耳。」位於奈良的悠悠千年古剎唐招提寺，在

團朝聖唐招提寺，並於一乘院奈良閉關中心舉

松林阡陌的掩映下，一千二百年來一直見證著

行一乘院鑒真大師圓寂紀念日法會，一起緬懷

唐朝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大雄無畏的弘法精神。

祖師的恩德，追隨祖師的足跡，隨學祖師的精
神。

2019 年 6 月 8 日（農曆五月初六）， 值此鑒
真大師圓寂紀念日，日本京都四明山一乘院院

據瞭解，在日本，按照陽曆將每年的 6 月 6 日

主（住持）、全球一乘顯密佛教中心導師智廣

定爲紀念鑒真大師圓寂日；而在中國，根據漢

唐建築風格的典範。金堂裡的本尊爲盧舍那
佛，東邊是藥師如來，西邊是千手觀音菩薩，
皆爲日本國寶。周邊有梵天、帝釋天和四天王
等護法神，從而表現了九尊曼陀羅壇城。阿闍
梨開示說，三身佛中，法身佛是毗盧遮那佛，
報身佛是盧舍那佛，化身佛是釋迦牟尼佛。漢
傳佛教最重要的一個戒律「梵網經菩薩戒」的
本尊即爲盧舍那佛。阿闍梨早年在中國和在日
本天台宗受的「圓頓大戒」皆爲此戒。
位於金堂西側的戒壇，是爲僧侶舉行受戒儀式
傳佛教的傳統，每年的農曆五月初六爲鑒真大

的場所，因只殘留了三段石階，在上面修建了

師圓寂紀念日。所以當一乘院朝聖團來到唐招

模仿印度古塔的寶塔。阿闍梨說，鑒真大師來

提寺時，寺裡剛剛結束了爲期三天（6 月 5 日—

之前，日本佛教界因爲缺乏能夠傳授正規戒律

7 日）的開山忌舍利會。

的戒師，僧人們很多都是在佛前自誓受戒，所
以在戒律方面很不規範。因此日本非常希望能

步入唐招提寺的南大門，首先由先達慧智師給

請來當時大唐最有權威的能夠傳戒的律師鑒真

大家介紹這座寺院。慧智師是日本第一位獲得

來規範日本佛教的戒律。在這樣的背景下，大

四國遍路先達資格的中國大陸人士，他介紹
說，唐招提寺是由鑒真大師於 759 年親手興建
的，之後成爲日本最初弘揚律宗的道場，是日
本律宗的總本山。由於大師學識淵博、德高望
重，唐招提寺也成爲當時日本佛學界的最高學
府，出家人都必須來此學習受戒。
接著智廣阿闍梨給大家介紹了鑒真大師。中國
盛唐時期的鑒真大師，幼年出家專學戒律，學
成後於揚州大明寺十餘年辛勤傳教，傳戒弟子
達四萬餘人，成爲律宗一代高僧。當時佛教雖
已傳入日本，但因缺乏戒師，所以在戒律方面
比較混亂。鑒於此，鑒真大師慨然應允日本僧
人榮睿、普照的懇請，不畏海難危險，甚至五
次出航失敗、最終雙目失明亦不退縮，毅然東
渡日本，傳戒弘法。因此，天皇授予大師「傳
燈大法師」的尊號。
阿闍梨領眾隨後來到氣勢恢宏的金堂，它是盛

師歷經千難險阻，來到日本設戒壇傳戒。從

的這座寺院，來學習鑒真大師的大乘佛教的菩

此，日本僧人才開始正式登壇受戒。

薩精神。我們要把大師的精神融入到自己的生
命中，過有意義的人生，像大師一樣發菩提

參拜完講堂，朝聖團一行來到幽靜古樸的開山

心，廣學多聞，利益眾生。

堂，這裡供奉的是日本律宗的開山祖師鑒真大
師坐像。大師像結跏趺坐，閉目含笑，從容安

唐招提寺最深處是偏居一隅的鑒真大師墓，大

詳。據說，大師生前由其同來日本的中國弟子

師墓旁建有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

根據他當時的模樣製作而成的乾漆木質像，原

之碑，以紀念他爲促進兩國佛教界的往來和中

作現在供奉在御影堂，每年在紀念大師圓寂的

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墓園內松林蔥翠，蒼

三天法會中開放供眾人瞻仰，而這尊開山堂的

苔遍地，墓旁還種植了來自大師故鄉揚州的瓊

坐像即爲其複製品。感恩這位弟子以其精湛的

花。墓園內有一塊顯著的大石頭，上面刻有

技藝還原了大師真實的容貌，爲後世留下了珍

「天平之甍」四個字。阿闍梨介紹說，日本人

貴的大師聖像。1200 多年以來，日本歷史風

民稱鑒真大師爲「天平之甍」，意思是他的成

雲變幻，安坐於此的鑒真大師像，一直源源不

就足以代表天平時代文化的屋脊。智廣阿闍梨

斷地受人朝拜、瞻仰，由此可見大師在日本的

在大師墓前合十獻花，以緬懷大師的恩德。大

崇高地位。

眾修法念經，並念誦大師聖號「南無鑒真大
師」，虔誠祈禱大師的加持。

阿闍梨在大師像前合十獻花，領眾修法念經。
此時正值初夏雨季，原本陰霾的天空這時忽然

下午，智廣阿闍梨一行來到一乘院奈良閉關中

放晴，仿佛大師特殊的加持，靜謐的陽光透過

心，舉行鑒真大師圓寂紀念日法會。法會中，

蒼松翠柏遍灑在每個人的身上。在開山堂前，

阿闍梨對全球道友進行了網络直播的殊勝開
示

「鑒真東渡的意義」。阿闍梨在開示中

介紹了鑒真大師的一生對日本佛教及文化的影
響，並開示如何隨學大師的精神。
阿闍梨說，鑒真大師來到日本，不負眾望，嚴
格規範了各項佛教戒律，在東大寺開設戒壇爲
日本僧人正式受戒，並開創了日本律宗。同時
也把天台宗傳到了日本，爲佛教成爲日本國教
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阿闍梨強調，戒律是一切
佛法的基礎，日本佛教後來的興旺發展與戒律
規範有關。阿闍梨再次強調了前段時間講解的
蕅益大師《淨社銘》中的四句學修旨要：善友
阿闍梨給大家作了殊勝的開示，介紹大師的一
生以及這次朝聖的意義。阿闍梨說，鑒真大師
一生不計任何個人的得失榮辱，爲弘法不惜生
命。我們中國人，應該好好地來參拜鑒真大師

爲依，持戒爲本，觀心爲要，淨土爲歸。
由鑒真大師傳到日本的，還有一整套來自大唐
的先進文化知識體系，包括醫學、建築、雕

刻、繪畫、文學、書法各個方面。比如說，鑒

撐的。一個人一輩子能夠取得多高的成就，取

真大師本人就精通醫學，將一系列中國中草藥

決於他的心有多大。鑒真大師終其一生，都在

引入日本，成爲如今日本漢方藥的奠基人。由

發菩提心，他走到哪裡都在利益當地眾生。

於已經雙目失明，通過耳聽的方式幫助日本僧

「國寶何物。寶道心也。有道心人。名爲國

人校正了大批佛經，又用舌嘗的方式爲日本修

寶。」一個有菩提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國寶。一

正了藥典。他還將大唐最流行的建築模式也帶

個國家是否有希望，會興旺，來自於是否有具

入日本。由於鑒真東渡發生在日本的天平年

有菩提心的人。

間，這一建築樣式在日本被稱作是「天平樣」，
而唐招提寺就是「天平樣」建築中最傑出的代

智廣阿闍梨最後重申：「這個世界有很多的矛

表。書法方面，大師帶入日本的有王羲之、王

盾、很多的互相傷害。我以前曾經講過一句話，

獻之的行書真跡，促進了日本書道的建立。

如果所有的中國人都能夠像鑒真大師一樣，所
有的日本人都能像傳教大師、弘法大師一樣，

阿闍梨讚歎大師是真正踐行了大乘佛教的菩薩

中日兩國之間就永遠會和平了。『山川異域，

精神，不分國界，不畏艱險，哪裡的眾生有需

風月同天。』我們要隨學鑒真大師的大乘佛教

要，就去哪裡利益眾生。就像傳教大師最澄所

的菩薩精神，不管是在什麼地方，都應該發心

說：「忘我利他，慈悲之極。」因爲大師的大

利益當地的眾生。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最後

願和堅強的意志，才能在多次受挫中堅持到最

覺行圓滿，這樣的人生才是最有意義的。」

後。阿闍梨鼓勵大家要多看祖師傳記，學習他
們的精神，從他們那裡獲得激勵。大師堅強的
毅力是以崇高的理想和菩提心作爲原動力和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