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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進入尾聲之際，我要向所有人表達

寧靜、富足與快樂。因此，我們必須盡可能地

新年最溫馨的問候：

持續聞思修行。

祝福各位在來年中身心安樂、福慧增上、快樂

讓我們一起發願，祈願釋迦牟尼佛的教法能夠

無憂！

持續住世且廣傳。

特別是我想向所有道友們、所有護持我們的朋

讓我們懇求佛陀幫助我們遠離貪、瞋、癡，並

友們致上我的感恩與謝意。

且加持讓我們更具慈悲和智慧，成爲一切黑暗
處的光明。

同時，我也想提醒大家：唯有藉由佛陀教法之
存續，才能達成真正的世界和平與我們個人的

As the year 2018 is about to e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warmest new year’s greetings to everyone.
May you all find peace and contentment in body and mind, grow
in wisdom and merit, and stay happy and carefree throughout the
coming year.
Particularly, I wish to offer my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the fellow Dharma practitioners and all the friends who have been
supportive to us.
Meanwhile, I also want to remind all of us that true world peace,
as well as the tranquility, wealth and happiness of our individual
selves,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survival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refore, we must continuously
listen to, contemplate and practice the Dharma as much as
possible.
Let us all aspire and hope that Shakyamuni’s teachings will be
maintained and prevail.
Let us beseech the Buddha to help distance us from hatred,
greed and ignorance, and to bless us to have more wisdom and
compassion to become the light in all darkness.
Delivered by Zhiguang at Ichijo Temple,
Shimeisan, Kyoto, Japan

2018 年も、残すところあと僅かとなりました。謹んで皆様
にご挨拶を申し上 げたいと思います。
皆様が新年を迎えると共に心身安楽、福慧増上、快楽無憂
でありますよう心から願っております。
信者の皆様及び、一乗院を護持してくださった友人の方々
に感謝の意を格別に申し上げたいと思います。
そして、私たちにとって、仏様の教法が存続することが、
真の世界平和、豊かで幸せな生活に繋がっている事を銘じ
て頂けますよう申し上げます。継続は力なり、私たちは可
能な限り聞、思、修行を行うべきである。お釈迦様の教法
伝承が、途絶えることなく、世の中に広まるよう共に発願
をして行きましょう。仏様の加持により、離すべきである
貪、嗔、痴を断じられるのでしょう。更なる慈悲と知恵が
具足する。ありとあらゆる暗闇を照らす光になれるよう、
お祈りをして行き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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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農曆二月十五日），是釋迦牟尼佛涅槃紀念日。
作爲佛弟子，要永恆懷念「三界導師、四生慈父」，至誠
頂禮慈悲偉大的佛陀！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兩千多年來，佛陀的智慧和光明指引著衆生在黑暗中尋到
解脫的道路，在迷茫中尋到前進的方向，在痛苦中找到解
脫的方法，讓衆生有了走向覺悟宇宙人生的因緣。
佛在世時我沉淪，
佛滅度時我出生。
懺悔今生多業障，
不見如來金色身。
讓我們追尋偉大佛陀的足跡，
學習佛陀的智慧，
感恩佛陀的教誨，
認識宇宙的真相，
覺悟人生的真諦。

（亦名佛遺教經）

■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最後說
法度須跋陀羅。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於娑羅雙
樹間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爲諸弟子
略說法要
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
如闇遇明貧人得寳。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
住世無異此也。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貿易。安置
田宅。畜養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植及諸財寳
皆當遠離如避火坑。不得斬伐草木墾土掘地。
合和湯藥占相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歷數算
計皆所不應。節身時食清淨自活。不得參預世
事通致使命。呪術仙藥。結好貴人親厚媟慢皆
不應作。當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包藏瑕疵顯
異惑衆。於四供養知量知足。趣得供事不應畜
積。此則略說持戒之相。戒是正順解脫之本。
故名波羅提木叉。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
智慧。是故比丘。當持淨戒勿令毀缺。若人能
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
得生。是以當知。戒爲第一安隱功德之所住處
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
五欲。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
人苗稼。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涯畔不可制
也。亦如惡馬不以轡制。將當牽人墜於坑埳。
如被劫害苦止一世。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爲害
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
不令縱逸。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此五
根者心爲其主。是故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
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喻如
一人手執蜜器。動轉輕躁但觀於蜜不見深坑譬

譯

如狂象無鉤。猿猴得樹騰躍踔躑難可禁制。當
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
處無事不辦。是故比丘。當勤精進折伏汝心
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
增減。趣得支身以除飢渴。如蜂採華但取其味
不損色香。比丘亦爾。受人供養趣自除惱。無
得多求壞其善心。譬如智者籌量牛力所堪多
少。不令過分以竭其力
汝等比丘。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
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
因縁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當念無常之火燒諸
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諸煩惱賊常伺殺人
甚於怨家。安可睡眠不自警寤。煩惱毒蛇睡在
汝心。譬如黑蚖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鉤早屏
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是無慚人
也。慚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爲第一。慚如鐵鉤
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恥勿得暫替若
離慚恥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
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
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恚心則自妨道
失功德利。忍之爲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
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
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
者何。瞋恚之害則破諸善法壞好名聞。今世後
世人不喜見。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勿
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瞋恚。白衣受欲非行道
人。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之人。

而懷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非
所應也
汝等比丘。當自摩頭。以捨飾好著壞色衣。執
持應器以乞自活。自見如是。若起憍慢當疾滅
之。增長憍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入
道之人。爲解脫故自降其身而行乞也
汝等比丘。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宜應質直
其心。當知諂曲但爲欺誑。入道之人則無是
處。是故汝等。宜應端心以質直爲本
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
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直爾少欲尚應修
習。何況少欲能生諸功德。少欲之人則無諂曲
以求人意。亦復不爲諸根所牽行。少欲者心則
坦然無所憂畏。觸事有餘常無不足。有少欲者
則有涅槃。是名少欲
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
即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
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
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
欲所牽。爲知足者之所憐愍。是名知足
汝等比丘。欲求寂靜無爲安樂。當離憒丙獨處
閑居靜處之人。帝釋諸天所共敬重。是故當捨
己衆他衆。空閑獨處思滅苦本。若樂衆者則受
衆惱。譬如大樹衆鳥集之則有枯折之患。世間
縛著沒於衆苦。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出。是名
遠離
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
當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
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
難可得。是名精進
汝等比丘。求善知識求善護助無如不忘念。若
有不忘念者。諸煩惱賊則不能入。是故汝等常

當攝念在心。若失念者則失諸功德。若念力堅
強。雖入五欲賊中不爲所害。譬如著鎧入陣則
無所畏。是名不忘念
汝等比丘。若攝心者心則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
間生滅法相。是故汝等。常當精勤修習諸定。若
得定者心則不散。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行者
亦爾。爲智慧水故。善修禪定令不漏失。是名爲
定
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則無貪著。常自省察不令
有失。是則於我法中能得解脫。若不爾者。既
非道人又非白衣。無所名也。實智慧者則是度

當勤而行之。若於山間若空澤中。若在樹下閑
處靜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當自勉精進修
之。無爲空死後致有悔。我如良醫知病說藥。
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又如善導導人善道。聞之
不行非導過也。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有所疑者。
可疾問之。無得懷疑不求決也。爾時世尊如是
三唱。人無問者。所以者何。衆無疑故。時阿
㝹樓馱觀察衆心而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熱日
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佛說苦諦實苦不
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
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實是真道。更無餘
道。世尊。是諸比丘於四諦中決定無疑。於此
衆中若所作未辦者。見佛滅度當有悲感。若有
初入法者。聞佛所說即皆得度。譬如夜見電光
即得見道。若所作已辦已度苦海者。但作是
念。世尊滅度一何疾哉。阿㝹樓馱雖說是語。
衆中皆悉了達四聖諦義。世尊欲令此諸大衆皆
得堅固。以大悲心復爲衆說

老病死海堅牢船也。亦是無明黑闇大明燈也。
一切病者之良藥也。伐煩惱樹之利斧也。是故
汝等。當以聞思修慧而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
照。雖是肉眼而是明見人也。是爲智慧
汝等比丘。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雖復出家猶
未得脫。是故比丘。當急捨離亂心戲論。若汝
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滅戲論之患。是名不戲
論

汝等比丘。勿懷悲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
滅。會而不離終不可得。自利利人法皆具足。
若我久住更無所益。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
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縁。自今已
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
不滅也。是故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勿懷
憂惱世相。如是當勤精進早求解脫。以智慧明
滅諸癡闇。世實危脆無牢強者。我今得滅如除
惡病。此是應捨罪惡之物。假名爲身。沒在老
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怨賊而
不歡喜。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間
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汝等且止勿得
復語。時將欲過我欲滅度。是我最後之所教誨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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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比丘。於諸功德常當一心捨諸放逸。如離
怨賊。大悲世尊。所說利益皆以究竟。汝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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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部一卷校對

■
唐
罽
賓
國
三
藏
般
若
奉
詔
譯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

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

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

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然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

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

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

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

海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爲供養。善男

十種廣大行願。何等爲十。一者禮敬諸佛。二

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

者稱讃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

養。利益衆生供養。攝受衆生供養。代衆生苦

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

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

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衆生。十者普皆

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

迴向。善財白言。大聖。云何禮敬乃至迴向。

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

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分。筭分。數

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

分。喻分。優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

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

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

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常修禮

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

敬。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

來。如是修行。是眞供養故。此廣大最勝供

數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

養。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

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

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

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乃至衆生界盡。

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

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禮乃盡。而衆生

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復次善男子。言懺悔

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

業障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復

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

次善男子。言稱讃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

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

界。十方三世一切剎土。所有極微。一一塵

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剎一切諸佛菩薩

中。皆有一切世間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皆

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一切

有菩薩海會圍遶。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

功德。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

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

衆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衆生

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

煩惱。不可盡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

揚讃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

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復次善男

斷。盡於法界。無不周遍。如是虛空界盡。衆

子。言隨喜功德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

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讃乃盡。

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從初發

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讃歎無有

心。爲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經不可

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

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一一劫中。捨不可

厭。復次善男子。言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

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一切難

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

行苦行。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

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

地。成就諸佛無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舍

種菩薩海會圍遶。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

利。所有善根。我皆隨喜。及彼十方一切世

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爲供

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乃至一

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

塵。我皆隨喜。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

佛。有學無學。所有功德。我皆隨喜。一切菩

來皆亦如是。於念念中。我皆隨學。如是虛空

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志求無上正等菩提。廣

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

大功德。我皆隨喜。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

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

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喜無有窮

業無有疲厭。復次善男子。言恆順衆生者。謂

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剎海。所有衆生種種差

復次善男子。言請轉法輪者。所有盡法界。虛

別。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

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

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

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廣大佛剎。一一剎

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相

中。念念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一切

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

諸佛成等正覺。一切菩薩海會圍遶。而我悉以

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

身口意業。種種方便。殷勤勸請。轉妙法輪。

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

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

城邑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

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

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

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

復次善男子。言請佛住世者。所有盡法界。虛

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

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

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于諸病

將欲示現般涅槃者。及諸菩薩。聲聞縁覺。有

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

學無學。乃至一切諸善知識。我悉勸請。莫入

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

涅槃。經於一切佛剎極微塵數劫。爲欲利樂一

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

切衆生。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

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

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勸請無有窮盡。念念相

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

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復次善男

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

子。言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世界。毗盧遮那

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

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

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

身命而爲布施。剥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

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

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不惜身

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

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

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

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

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

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

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

衆會。或處一切諸大菩薩衆會道場。或處聲聞

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

及辟支佛衆會道場。或處轉輪聖王小王眷屬衆

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

會道場。或處剎利及婆羅門長者居士衆會道

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衆

場。乃至或處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衆會道場。處

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

於如是種種衆會。以圓滿音。如大雷震。隨其

隨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菩薩如是隨順

樂欲成熟衆生。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一切

衆生。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

我皆隨學。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如是盡法界。

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

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所有塵中。一切如

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復次善男子。言普皆

迴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

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

悉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衆

城內外象馬車乗。珍寳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

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

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

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

前。一剎那中。即得徃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

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

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

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

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

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菩薩如是所修

具足。所共圍遶。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

迴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

授記。得授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

煩惱盡。我此迴向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

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

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善男子。是爲菩薩摩

隨衆生心。而爲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

訶薩十種大願具足圓滿。若諸菩薩。於此大

伏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剎極微

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

塵數世界衆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

熟。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衆生。

願海。是故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知。若

善男子。彼諸衆生。若聞若信此大願王。受持

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

讀誦。廣爲人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

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一切世界。上妙七寳及諸人

者。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

天最勝安樂。布施爾所一切世界所有衆生。供

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

養爾所一切世界諸佛菩薩。經爾所佛剎極微塵

冩。廣爲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

數劫。相續不斷。所得功德。若復有人。聞此

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煩惱

願王。一經於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

大苦海中。㧞濟衆生。令其出離。皆得徃生阿

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

彌陀佛極樂世界。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欲重

不及一。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

宣此義。普觀十方。而說偈言。

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
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師子

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銷除。一切魔軍。夜

我以清淨身語意

一切遍禮盡無餘

叉羅剎。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部多等。飲血

普賢行願威神力

普現一切如來前

啗肉諸惡鬼神。皆悉逺離。或時發心。親近守

一身復現剎塵身

一一遍禮剎塵佛

護。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世間。無有障

於一塵中塵數佛

各處菩薩衆會中

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諸佛菩薩之所稱讃。

無盡法界塵亦然

深信諸佛皆充滿

一切人天皆應禮敬。一切衆生悉應供養。此善

各以一切音聲海

普出無盡妙言辭

男子。善得人身。圓滿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

盡於未來一切劫

讃佛甚深功德海

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

以諸最勝妙華鬘

伎樂塗香及傘蓋

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處。常居勝族。悉能

如是最勝莊嚴具

我以供養諸如來

破壞一切惡趣。悉能逺離一切惡友。悉能制伏

最勝衣服最勝香

末香燒香與燈燭

一切外道。悉能解脫一切煩惱。如師子王摧伏

一一皆如妙高聚

我悉供養諸如來

群獸。堪受一切衆生供養。又復是人。臨命終

我以廣大勝解心

深信一切三世佛

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

悉以普賢行願力

普遍供養諸如來

我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瞋癡

究竟清淨普賢道

盡未來劫常修習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我於一切諸有中

所修福智恆無盡

十方一切諸衆生

二乗有學及無學

定慧方便及解脫

獲諸無盡功德藏

一切如來與菩薩

所有功德皆隨喜

一塵中有塵數剎

一一剎有難思佛

十方所有世間燈

最初成就菩提者

一一佛處衆會中

我見恆演菩提行

我今一切皆勸請

轉於無上妙法輪

普盡十方諸剎海

一一毛端三世海

諸佛若欲示涅槃

我悉至誠而勸請

佛海及與國土海

我遍修行經劫海

唯願久住剎塵劫

利樂一切諸衆生

一切如來語清淨

一言具衆音聲海

所有禮讃供養佛

請佛住世轉法輪

隨諸衆生意樂音

一一流佛辯才海

隨喜懺悔諸善根

迴向衆生及佛道

三世一切諸如來

於彼無盡語言海

我隨一切如來學

修習普賢圓滿行

恆轉理趣妙法輪

我深智力普能入

供養過去諸如來

及與現在十方佛

我能深入於未來

盡一切劫爲一念

未來一切天人師

一切意樂皆圓滿

三世所有一切劫

爲一念際我皆入

我願普隨三世學

速得成就大菩提

我於一念見三世

所有一切人師子

所有十方一切剎

廣大清淨妙莊嚴

亦常入佛境界中

如幻解脫及威力

衆會圍遶諸如來

悉在菩提樹王下

於一毛端極微中

出現三世莊嚴剎

十方所有諸衆生

願離憂患常安樂

十方塵剎諸毛端

我皆深入而嚴淨

獲得甚深正法利

滅除煩惱盡無餘

所有未來照世燈

成道轉法悟群有

我爲菩提修行時

一切趣中成宿命

究竟佛事示涅槃

我皆往詣而親近

常得出家修淨戒

無垢無破無穿漏

速疾周遍神通力

普門遍入大乗力

天龍夜叉鳩槃荼

乃至人與非人等

智行普修功德力

威神普覆大慈力

所有一切衆生語

悉以諸音而說法

遍淨莊嚴勝福力

無著無依智慧力

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

定慧方便威神力

普能積集菩提力

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

清淨一切善業力

摧滅一切煩惱力

於諸惑業及魔境

世間道中得解脫

降伏一切諸魔力

圓滿普賢諸行力

猶如蓮華不著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

普能嚴淨諸剎海

解脫一切衆生海

悉除一切惡道苦

等與一切羣生樂

善能分別諸法海

能甚深入智慧海

如是經於剎塵劫

十方利益恆無盡

普能清淨諸行海

圓滿一切諸願海

我常隨順諸衆生

盡於未來一切劫

親近供養諸佛海

修行無倦經劫海

恆修普賢廣大行

圓滿無上大菩提

三世一切諸如來

最勝菩提諸行願

所有與我同行者

於一切處同集會

我皆供養圓滿修

以普賢行悟菩提

身口意業皆同等

一切行願同修學

一切如來有長子

彼名號曰普賢尊

所有益我善知識

爲我顯示普賢行

我今迴向諸善根

願諸智行悉同彼

常願與我同集會

於我常生歡喜心

願身口意恆清淨

諸行剎土亦復然

願常面見諸如來

及諸佛子衆圍遶

如是智慧號普賢

願我與彼皆同等

於彼皆興廣大供

盡未來劫無疲厭

我爲遍淨普賢行

文殊師利諸大願

願持諸佛微妙法

光顯一切菩提行

滿彼事業盡無餘

未來際劫恆無倦

我所修行無有量

獲得無量諸功德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如來前。說此普賢廣

安住無量諸行中

了達一切神通力

大願王清淨偈已。善財童子。踊躍無量。一切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菩薩皆大歡喜。如來讃言。善哉善哉。爾時世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尊。與諸聖者菩薩摩訶薩。演說如是不可思議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解脫境界勝法門時。文殊師利菩薩而爲上首。

我今迴向諸善根

爲得普賢殊勝行

諸大菩薩。及所成熟。六千比丘。彌勒菩薩而

願我臨欲命終時

盡除一切諸障礙

爲上首。賢劫一切諸大菩薩。無垢普賢菩薩而

面見彼佛阿彌陀

即得往生安樂剎

爲上首。一生補處住灌頂位諸大菩薩。及餘十

我既徃生彼國已

現前成就此大願

方種種世界。普來集會。一切剎海極微塵數諸

一切圓滿盡無餘

利樂一切衆生界

菩薩摩訶薩衆。大智舍利弗。摩訶目揵連等。

彼佛衆會咸清淨

我時於勝蓮華生

而爲上首。諸大聲聞。並諸人天一切世主。天

親覩如來無量光

現前授我菩提記

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蒙彼如來授記已

化身無數百俱胝

非人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

智力廣大遍十方

普利一切衆生界

奉行。

乃至虛空世界盡

衆生及業煩惱盡

如是一切無盡時

我願究竟恆無盡

十方所有無邊剎

莊嚴衆寳供如來

最勝安樂施天人

經一切剎微塵劫

南天竺烏茶國深信最勝善逝法者。修行最勝大

若人於此勝願王

一經於耳能生信

乗行者。吉祥自在作清淨師子王。上獻摩訶支

求勝菩提心渴仰

獲勝功德過於彼

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大自在師子中大王手自書

即常逺離惡知識

永離一切諸惡道

寫大方廣佛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親近

速見如來無量光

具此普賢最勝願

承事佛剎極微塵數善知識行中。五十五聖者善

此人善得勝壽命

此人善來人中生

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

此人不久當成就

如彼普賢菩薩行

上。伏願大國聖王福聚高大超須彌山。智慧深

徃昔由無智慧力

所造極惡五無間

廣過四大海。十方國土通爲一家。及書此經功

誦此普賢大願王

一念速疾皆消滅

德願集彼無量福聚等虛空界。一切世界海無盡

族姓種類及容色

相好智慧咸圓滿

衆生界。一切皆如善財童子得佛正見具足智慧

諸魔外道不能摧

堪爲三界所應供

見不可思議眞善知識咸生歡喜得佛廣大普光明

速詣菩提大樹王

坐已降伏諸魔衆

照。離諸貪著成就無垢普賢菩薩最勝行願。伏

成等正覺轉法輪

普利一切諸含識

願書此大乗經典進奉功德。慈氏如來成佛之

若人於此普賢願

讀誦受持及演說

時。龍華會上早得奉覲大聖天王。獲宿命智瞻

果報唯佛能證知

決定獲勝菩提道

見便識同受佛記。盡虛空遍法界廣度未來一切

若人誦此普賢願

我說少分之善根

衆生速得成佛。

一念一切悉皆圓

成就衆生清淨願

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註：此經文依據《乾隆大藏經》（龍藏）第 20 冊•8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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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二月初九（2019 年 3 月 15 日），是六祖惠能大師的聖
誕紀念日。
每次智廣阿闍梨去南華寺，都會在六祖大師肉身前讀誦一
遍《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記載了惠能大師一生得法傳法的事蹟及啟導門
徒的言教，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或「即心即佛」的佛
性論， 「頓悟見性」的修行觀。聽說以前讀過這部經的人
有很多都開悟了。
值此大師聖誕的殊勝日，願你明心見性，見到真實的自己。

■ 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
若波羅蜜法。受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
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據。及諸官寮三十餘
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
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爲
稟承。說此壇經。
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
淨聽。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嶺南新
州百姓。惠能幼小。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
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買
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
錢。卻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
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
典。客荅曰。我於蘄州黃梅懸東溤墓山。禮拜
五祖弘忍和尚。見今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
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
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
親。往黃梅溤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
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能荅曰。弟子是

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
餘物。唯求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
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惠能荅曰。人
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
同。佛性有何差別。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
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衆作
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碓坊。踏碓八個
餘月。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
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䓁門人終日
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䓁自
性迷福門。何可救汝。汝揔且歸房。自看有知
惠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
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爲六代。
火急急。
門人得處分。卻來各至自。遞相謂言。我䓁不
須呈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
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請不用作。諸
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大師堂前有三間房
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並畫五祖大
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爲記。畫人盧玲看壁
了。明日下手。

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爲教授
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
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覓祖
不善。卻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修不得
法。良久思惟。甚難甚難。夜至三更。不令人
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
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
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
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
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
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
時時勤拂拭

心如明鏡臺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卻歸房臥。並無人見。
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
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
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令迷
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人有
大利益。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衆人
見已。皆生敬心。汝䓁盡誦此偈者。方得見
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
心。喚言善哉。
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偈否。若是
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
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
惠。識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見解只到
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墮
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須
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來。思惟
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見自本性。當付
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偈不得。
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唱誦此偈。惠能一
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

者。是何言偈。童子荅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
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䓁各作一偈來呈
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稟爲六代。祖有一上座
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
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依此修行。
即得出離。惠能荅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
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
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爲不識
字。請一人讀。惠能聞已。即識大意。惠能亦
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
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
即悟大意。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佛性常清淨

明鏡亦無臺
何處有塵埃

心是菩提樹
明鏡本清淨

身爲明鏡臺
何處染塵埃

又偈曰。

院內徒衆。見能作此偈。盡恠。惠能卻入碓
坊。五祖忽來廊下。見惠能偈。即善知識大
意。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未得
了。
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惠能
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
頓法及衣。汝爲六代祖。衣將爲信稟。代代相
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
古傳法。氣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
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
於九江驛。登時便悟。五祖處分。汝去努力將
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去在後。弘化善
誘。迷人若得心開。與悟無別。辭違已了。便
發向南。兩月中間。至大庚嶺。不知向後。有
數百人來。欲擬捉惠能。奪衣法。來至半路。

盡惣卻回。
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
行粗惡。直至嶺上。來趁把著。惠能即還法
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
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
使惠順。即卻向北化人來。
惠能來於此地。與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
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聖教
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於先代悟（下
是法）。
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
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
識示道見性。善知識。愚人智人佛性本亦無差
別。只緣迷悟。迷即爲愚。悟即成智。善知
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爲本。苐一勿迷。言惠
定別。定惠躰不一不二。即定是惠躰。即惠是
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
知識。此義即是惠䓁。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
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
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不䓁。心口俱
善。內外一種。定惠即䓁。自悟修行。不在口
諍。若諍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負。卻生法
我。不離四相。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
心。是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莫心行諂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
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於一切法上無有
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
昧。直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
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道
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住在即通流。住即彼
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
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淨。不
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倒。
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

善知識。定惠猶如何䓁。如燈光。有燈即有
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躰。光是燈之用。
名即有二。躰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
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勸。悟
人頓修。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悟即元無差
別。不悟即長劫輪回。善知識。我自法門。從
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爲宗。無相爲躰。無住
爲本。何名爲相。無相。於相而離相。無念
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爲人本性。念念不
住。前念念念後。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
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
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
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以無住爲
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
性躰清淨。是以無相爲躰。於一切境上不染。
名爲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
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斷。即無別處受
生。學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
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以立無念
爲宗。即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
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爲
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
立。無者無何事。念者何物。無者離二相諸塵
勞。真如是念之躰。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
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維摩經
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
善諸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
淨。亦不言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
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爲妄念
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
淨。心起看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
者。看卻是妄也。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
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若不
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
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
卻是障道因緣。今記如是此法門中。何名座
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

不起爲座。見本性不亂爲禪。何名爲禪定。外
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不
亂。本自淨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
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
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
心。菩薩戒云。本源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
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
作自成佛道。
善知識。惣須自躰與受無相戒。一時逐惠能口
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歸依清
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
自色身歸依當來圓滿報身佛。 （已上三唱） 色
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世
人盡有。爲迷不見。外覓三世如來。不見自
色身中三性佛。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令
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
佛從自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佛。善知識。世人

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惡事。即行
於惡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
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
爲覆蓋。上明下暗。不能瞭見日月星辰。忽遇
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像參羅。一時皆現。
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
常明。於外看境。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
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卻迷妄。內外明
彻。於自性中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名爲
清淨法身。自歸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
名歸依。何名爲千百億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
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爲地獄。思
量善法。化爲天堂。毒害化爲畜生。慈悲化爲
菩薩。智惠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
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惠即生。一
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

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爲報身。一念惡。報
卻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卻千年惡。滅無常已
來。後念善名爲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
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
肉是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依也。但悟三身。
即識大意。
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
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衆生無邊誓願度。煩
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
願成。 （三唱）。善知識。衆生無邊誓願度。
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
自性自度。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
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
見。般若之智除卻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
邪見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
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
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
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
一切。遠離迷執。覺智生般若。除卻迷妄。即
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
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
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不
被愚迷染。從前惡行一時自性若除。即是懺
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卻
從前諂誑心永斷。名爲自性懺。前念後念及
今念。念念不被疽疾染。除卻從前疾垢心。
自性若除即是懺。 （已上三唱） 善知識。何名
懺悔者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恆不
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
作。名爲懺悔。
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受無相三歸依戒。大師
言。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
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爲師。
更不歸依餘邪迷外道。願自三寶。慈悲證明。
善知識。惠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佛者。覺
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

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以無愛
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
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衆中尊。凡夫解脫。
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若言歸佛。佛在何
處。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卻是
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即
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性不歸。依無
所處。

今既自歸依三寶。惣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惠能與
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
唐言大智惠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口
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與佛䓁也。
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

空。莫定心座。即落無記。空能含日月星辰。
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
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
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
人。惡之與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
著。由如虛空。名之爲大。此是摩訶行。迷人
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
爲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莫口空
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般若是
智惠。一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
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
心中常愚我修。般若無形相。智惠性即是。
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解
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
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故即名到彼
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
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
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法身䓁佛。善知識。即煩惱是菩
提。捉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
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
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惠到彼岸。打破
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乘法修
行定成佛。無去無住無來往。是定惠䓁不染一
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爲戒定惠。善知
識。我此法門從八萬四千智惠。何以故。爲世
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
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去
雜妄。即自是真如性用。知惠觀照。於一切法
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
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
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
量。經中分明讚歎。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
法。爲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
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於閻
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放大海。不增
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

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觀照。不假文
字。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
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
切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卻入大海。
海納衆水合爲一躰。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
如是。少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
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不能增
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與大智
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障重
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
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有
迷心。外修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聞其
頓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
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猶如大
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爲一躰。即是見性。
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
心修此行。即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一切
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
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我若無智人。一切
萬法本無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
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爲小故。智
爲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令
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與大智人無
別。故知不悟即是佛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
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
自心頓現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
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
本心。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
真如本性。是故以教法流行後代。今學道者頓
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
者。须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何名大善知識。
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
緣。所爲化道令得見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
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
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性悟。須得善知識示道
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求善
知識。望得解脫。無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

識。即得解脫。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
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
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
悟即至佛地。自性心地。以智惠觀照。內外明
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
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何名無念。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
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
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
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莫百物不
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無念
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
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善知識。後代得吾
法者。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
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佛教。
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將
從上已來。默然而付於法。發大誓願。不退菩
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無有志願。在在
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究竟無益。若遇人不
解。謗此法門。百劫萬劫千生斷佛種性。
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說無相頌。令汝迷者罪
滅。亦名滅罪頌。頌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若將修福欲滅罪
若解向心除罪緣
若悟大乘真懺海
學道之人能自觀
大師今傳此頓教
若欲當來覓本身
努力修道莫悠悠
若遇大乘頓教法

謂言修福而是道
心中三業元來在
後世得福罪無造
各自性中真懺悔
除邪行正造無罪
即與悟人同一例
願學之人同一躰
三毒惡緣心中洗
忽然虛度一世休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寮僧衆道俗讚言無盡。
昔所未聞。使君禮拜。白言。和尚說法實不思
議。弟子當有少疑。欲聞和尚。望意和尚大慈
大悲。爲弟子說。大師言。有疑即問。何須再

三。使君問。法可不如是西國第一祖達磨祖師
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磨大師化梁
武。帝問達磨。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
有功德否。達磨荅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
遂遣達磨出境。未審此言。請和尚說。六祖
言。實無功德。使君勿疑達磨大師言。武帝著
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無功德。和尚
言。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爲
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於福田。自法性有功
德。平直是德佛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
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德。自性虛妄。法身無功
德。念念德行平䓁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
敬。自修身即功。自修身心即德。功德自心
作。福與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
過。
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道俗。常念阿彌陀
佛。願往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望
爲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與說。世尊
在舍衛國。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
遠。只爲下根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兩
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
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
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無罪。西方心不
淨有愆。迷人願生東方。西者所在處並皆一
種。心但無不淨。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
心。念佛往生難到。除惡即行十萬。無八邪即
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彈指。使君。但行十
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
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
頓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遙。如何得達。
六祖言。惠能與使君移西方剎那間。目前便
見。使君願見否。使君禮拜。若此得見。何須
往生。願和尚慈悲。爲現西方大善。大師言。
唐見西方。無疑即散。大衆愕然。莫知何是。
大師曰。大衆。大衆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
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有六門。內有意
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

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是自性作。莫
向身求。自性迷。佛即是衆生。自性悟。衆
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
能淨是釋迦。平直是彌勒。人我是須彌。邪
心是大海。煩惱是波浪。毒心是惡龍。塵勞是
魚鱉。虛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
是畜生。十善是天堂。無我人。須彌自倒。除
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
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惠光明。照
曜六門清淨。照彼六欲諸天。下照三毒若除。
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
修。如何到彼。座下問說。讚聲徹天。應是迷
人。了然便見。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
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
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
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
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
方。使君問和尚。在家如何修。願爲指授。大
師言。善知識。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盡誦
取。依此修行。常與惠能說一處無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
惟傳頓教法
教即無頓漸
若學頓教法
說即須萬般
煩惱暗宅中
邪來因煩惱
邪正悉不用
菩提本清淨
淨性於妄中
世間若修道
常現在己過
色類自有道
覓道不見道
若欲貪覓道
自若無正心
若真修道人

如日至虛空
出世破邪宗
迷悟有遲疾
愚人不可迷
合離還歸一
常須生惠日
正來煩惱除
清淨至無餘
起心即是妄
但正除三障
一切盡不妨
與道即相當
離道別覓道
到頭還自懊
行正即是道
暗行不見道
不見世間愚

若見世間非
他非我有罪
但自去非心
若欲化愚人
勿令破彼疑
法元在世間
勿離世間上
邪見出世間
邪正悉打卻
亦名爲大乘
悟則剎那間

自非卻是左
我非自有罪
打破煩惱碎
是須有方便
即是菩提見
於世出世間
外求出世間
正見出世間
此但是頓教
迷來經累劫

大師言。善知識。汝䓁盡誦取此偈。依偈修
行。去惠能千裏。常在能邊。依此不修。對面
千裏。各各自修法不相持。衆人且散。惠能歸
漕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彼山間。爲汝破
疑。同見佛性。合座官寮道俗禮拜和尚。無不
嗟歎。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生
佛在此。誰能得智。一時盡散。
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
門人。僧之與俗約有三五千人。說不可盡。若
論宗指。傳授壇經。以此爲依約。若不得壇
經。即無稟受。須知法處。年月日。姓名。遍
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稟
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修不免諍。但
得法者。只勸修行。諍是勝負之心。與道違
背。
世人盡傳南宗能比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
師於南荊府當陽縣玉泉寺住持修行。惠能大師
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
有南比。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
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頓。法無漸
頓。人有利鈍。故名漸頓。
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旨見路。秀師
遂喚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與吾至漕
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

所聽得意旨記取。卻來與吾說。看惠能見解。
與吾誰疾遲。汝苐一早來。勿令吾恠。志誠奉
使歡喜。遂行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
尚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
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禮拜白言。和尚。弟子
從玉泉寺來。秀師處不得契悟。聞和尚說。便
契本心。和尚慈悲。願當教示。惠能大師曰。
汝從彼來。應是細作。志誠曰。未說時即是。
說了即不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
是。
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師教人。唯傳戒定
惠。汝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當爲吾說。志誠
曰。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不作名爲戒。諸善
奉行名爲惠。自淨其意名爲定。此即名爲戒定
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和
尚荅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
問。何以別。惠能荅曰。見有遲疾。志誠。請
和尚說所見戒定惠。大師言。如汝聽吾說。看
吾所見處。心地無疑非自性戒。心地無亂是自
性定。心地無癡是自性惠。能大師言。汝師戒
定惠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惠勸上智人。得悟自
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請大師說不立如何。
大師言。自性無非無亂無癡。念念般若觀照。
當離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頓修。立有漸次。
所以不立。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爲門
人。不離大師左右。
又有一僧名法達。當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
不知正法之處。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
弟子常誦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
上有痴。大師智惠廣大。願爲除疑。大師言。
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無痴。汝心
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吾一
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
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
六祖聞已。即識佛意。便與法達說法華經。六
祖言。法達。法華經無多語。七卷盡是譬喻因
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爲世人根鈍。經文分

明。無有餘乘。唯一佛乘。大師。法達。汝聽
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卻汝性。經中何處是
一佛乘。吾與汝說。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
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已上十六字是正法） 法
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
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即一大事因緣。內外不
迷。即離兩邊。外迷著相。內迷著空。於相離
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
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佛知見。佛猶如
覺也。分爲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
知見。入覺知見。開示悟入。上一處入。即覺
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法達。
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佛知見。莫開衆
生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
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佛知見。莫開衆生知
見。開佛知見即出世。
大師言。法達。此是法華經一乘法。向下分
三。爲名人故。汝但依一佛乘。大師言。法
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
心邪法華轉。開佛知見轉法華。開衆生知見被
法華轉。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
法達一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和
尚。實未曾轉法華。七年被法華轉。已後轉法
華。念念修行佛行。大師言。即佛行是佛。其
時聽人。無不悟者。
時有一僧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
法義。智常聞和尚曰。佛說三乘。又言最上
乘。弟子不解。望爲教示。惠能大師曰。汝自
身心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量四
䓁。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解義是中
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
一切無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
乘是最上行義。不在口諍。汝須自修。莫問吾
也。

下。卻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荅言。亦
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
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常
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
過罪。所以亦見亦不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
神會荅曰。若不痛。即同無情木石。若痛。即
同凡。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
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
弄人。神會禮拜禮拜。更不言。大師言。汝心
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以心悟自見。依法修
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卻來問惠能見否。吾不
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
不自修。問吾見否。神會作禮。便爲門人。不
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

又有一僧名神會。南陽人也。至漕溪山禮拜。
問言。和尚座禪見亦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

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志
通。志徹。志道。法珎。法如。神會。大師

言。汝䓁拾弟子近前。汝䓁不同餘人。吾滅度
後。汝各爲一方師。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
舉三科法門。動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
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
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
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是五蔭。界。
十八界。入。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
蔭。想蔭。行蔭。識蔭是。何名十八界。六
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
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
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門。六塵。
自性含萬法。名爲含蔵識。思量即轉識。生六
識。出六門。六塵。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
起十八邪。含自性。十八正。含惡用。即衆
生。善用。即佛。用由何䓁。由自性。對外境
無情。對有五。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
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語與言對。法與相
對。有十二對。有爲無爲對。有色無色對。有
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淨
對。清與濁對。凡與性對。僧與俗對。老與少
對。大大與少少對。長與短對。高與下對。自
性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與正對。癡與惠
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戒與非對。直與典
對。實與虛對。崄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慈
與空對。喜與順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
與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
報身對。躰與用對。性與相對。有情與無親
對。言語與法相有十二對。內外境有無五對。
三身有三對。都合成三十六對法也。此三十六
對法。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
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相離相。
入內於空離空。著空即惟長無明。著相惟邪見
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大不合
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
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
故暗。暗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明。來去
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大師言。十弟子。
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

稟授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遞代流行。
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拾僧得教授已。寫
爲壇經。遞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
大師先天二年八月三日滅度。七月八日喚門人
告別。大師先天元年於
州國恩寺造塔。至
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衆近前。吾至
八月欲離世間。汝䓁有疑早問。爲外破疑。當
令迷者盡使與安樂。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
海䓁衆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
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卻得善䓁。毀譽
不動。餘者不得。數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
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
處。終不別汝。汝䓁悲泣即不知吾去處。若知
去處。即不悲泣。性聽無生無滅。無去無來。
汝䓁盡坐。吾與汝一偈真假動淨偈。汝䓁盡
誦。取見此偈意。與吾同。依此修行。不失宗
旨。僧衆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偈
曰。
一切無有真
若見於真者
若能自有真
自心不離假
有性即解動
若修不動行
若見真不動
不動是不動
能善分別相
若悟作此見
報諸學道者
莫於大乘門
前頭人相應
若實不相應
此教本無諍
執迷諍法門

不以見於真
是見盡非真
離假即心真
無真何處真
無性即不動
同無情不動
動上有不動
無情無佛種
第一義不動
則是真如用
努力須用意
卻執生死智
即共論佛義
合掌令勸善
無諍失道意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
時禮拜。即知大師不永住世。上座法海向前

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
言。法即付。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
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
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
轉。汝不信。吾與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誦。若
據第一祖達磨頌意。即不合傳衣。聽吾與汝
頌。頌曰。
第一祖達磨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 傳教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本願無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雖因地 地上種花生
花種無性生 於地亦無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種下 無情花即生
無情又無種 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即花生
自悟花情種 菩提菓自成
能大師言。汝䓁聽。吾作二頌。取達磨和尚頌
意。汝迷人依此頌修行。必當見性。
第一頌曰。
心地邪花放
共造無明葉

五葉逐根隨
見被葉風吹

第二頌曰。
心地正花放
共修般若惠

五葉逐恨隨
當來佛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惟。
即 知 大 師 不 久 住 世。 六 祖 後 至 八 月 三 日 食
後。大師言。汝䓁善位坐。吾今共汝䓁別。
法 海 問 言。 此 頓 教 法 傳 受。 從 上 已 來 至 今
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佛。釋迦牟尼佛苐
七。大迦葉苐八。阿難苐九。未田地苐十。
商 那 和 修 苐 十 一。 優 婆 鞠 多 苐 十 二。 提 多
迦 苐 十 三。 佛 陁 難 提 苐 十 四。 佛 陁 密 多 苐
十五。脅比丘苐十六。富那奢苐十七。馬鳴
苐十八。毘羅長者苐十九。龍樹苐二十。迦
那提婆苐廿一。羅睺羅苐廿二。僧迦那提苐
廿三。僧迦那舍苐廿四。鳩摩羅馱苐廿五。
闍耶多苐廿六。婆修盤多苐廿七。摩拏羅苐
廿八。鶴勒那苐廿九。師子比丘苐卅。舍那
婆 斯 苐 卅 一。 優 婆 堀 苐 卅 二。 僧 迦 羅 苐 卅
三。須婆蜜多苐卅四。南天竹國王子苐三子
菩提達磨苐卅五。唐國僧惠可苐卅六。僧璨
苐卅七。道信苐卅八。弘忍苐卅九。惠能自
身。當今受法苐四十。大師言。今日已後。
遞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
法海又白。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今後代人
如 何 見 佛。 六 祖 言。 汝 聽。 後 代 迷 人。 但
識衆生即能見佛。若不識衆生覓佛。萬劫不
得見也。吾今教汝。識衆生見佛。更留見真
佛解脫頌。迷即不見佛。悟者即見。法海願
聞。代代流傳。世世不絕。六祖言。汝聽。
吾與汝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佛。但識佛心
衆生。即能識佛。即緣有衆生。離衆生無佛
心。
迷即佛衆生
愚癡佛衆生
心崄佛衆生
一生心若崄

悟即衆生佛
智惠衆生佛
平䓁衆生佛
佛在衆生中

一念吾若平
我心自有佛
自若無佛心

即衆生自佛
自佛是真佛
向何處求佛

大師言。汝䓁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
見真佛解脫頌。後代迷人識此頌意。意即見
自心自性真佛。與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佛
邪見之人魔在舍
性中邪見三毒生
正見忽除三毒心
化身報身及淨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本從化身生淨性
性使化身行正道
婬性本身清淨因
性中但自離五欲
今生若悟頓教門
若欲修行云覓佛
若能身中自有真
自不求真外覓佛
頓教法者是西流
今保世間學道者

邪見三毒是真魔
正見之人佛則過
即是魔王來住舍
魔變成佛真無假
三身元本是一身
即是成佛菩提因
淨性常在化身中
當來圓滿真無窮
除婬即無淨性身
見性剎那即是真
悟即眼前見性尊
不知何處欲求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去覓惣是大癡人
永度世人須自修
不於此是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遂告門人曰。汝䓁好住。今共
汝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弔門
錢帛。著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
日一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淨。無生無滅。
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坦然寂淨。即是
大道。吾去已後。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
種。吾若在世。汝違教法。吾住無益。大師云
此語已。夜至三更。奄然遷化。

立碑。至今供養。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
漈。道漈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溪漕
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得上
根智。心信佛法。立於大悲。持此經。以爲稟
承。於今不絕。
和尚本是韶州曲江縣人也。
如來入涅槃
共傳無住心
此真菩薩說
唯教大智人

法教流東土
即我心無住
真示行實喻
示旨於凡度

誓修行。修行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
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林量不得。須求
此法。違立不德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
者。令知密意。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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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佛陀在路上看到一個年輕的居士正在水邊沐浴，沐
浴之後還對着東南西北上下六方恭敬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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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問他：你爲什麽要這樣做呢？這個叫善生的年輕人回答：
我的父親曾經教誨我，早上起床首先要沐浴身心，然後對著六
方進行禮拜。父親現在雖然已經不在了，但我還是依照父親的
教言每天照做。
可以看出善生是個非常孝順的孩子，對於父親的話一直堅持力
行。但是，他雖然每天照做，卻不知道這樣做的意義。
佛陀告訴他：沐浴身心、禮拜六方是好的，但是真正含義你不
知道啊！善生這個小夥子就請教佛陀：佛陀，您能不能告訴
我，這麽做的真正含義是什麽？佛陀於是講述了我們現在所看
到的這部經典

《善生經》。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先生
與太太的關係、親朋好友之間的關係、上下級
之間的關係、與善知識之間的關係。除此之
外，佛陀在這裏還教導我們如何賺錢、如何理
財等。所以說， 《善生經》是我們現代人應
該學習的一部經典。

《善生經》是佛陀回答善生提問的記錄，那
麽，什麽是佛？佛，不是神，不是玉皇大帝，
也不是上帝。
兩 千 五 百 年 前， 印 度 迦 毘 羅 衛 國 的 一 位 王
子

悉達多太子， 因爲看到衆生的痛苦，

所以發願要成爲一個覺悟的人。經過苦行、修
行，悉達多太子最後在菩提樹下證悟成佛。所
謂的「證悟成佛」就是成爲一個覺悟的人，瞭
《善生經》有好幾個翻譯的版本，詳略不同，

達宇宙人生的真相，瞭達諸法實相，息滅了所

有長有短，但大致意思是一樣的。我們這次跟

有的痛苦，這就叫覺者，就叫佛陀。

大家學習的是來自《乾隆大藏經》的版本。
覺者是非常多的，不只釋迦牟尼佛一位。過去
《善生經》雖然有好幾種版本，但是在中國古

有很多很多的覺者，現在也有很多很多的覺

代並不是有很多人專門進行學習，因爲當時大

者，未來也會有很多很多的覺者，我們每一個

家的儒家都學得比較好，《善生經》的內容跟

人只要覺悟了諸法實相，息滅了痛苦，都是覺

儒家非常貼近，所以基本不需要另外進行學習。

者，都可以稱爲佛陀。《妙法蓮華經》云：「唯
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

而我們絕大部分現代人都沒有儒家的基礎，哪
怕學習了儒家，也有很多地方學得不夠細緻。

佛經講過去有無量無數的諸佛，現在有無量無

比如：孟子把人倫關係概括爲五種，即「父子

數的諸佛，未來也有無量無數的諸佛，佛是非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常多的，哪里都有佛。《普賢行願品》云：「於

有信」。但是瞭解了五倫關係之後，我們很多

一塵中塵數佛，各處菩薩衆會中，無盡法界塵

現代人還是不知道應該怎麽做。

亦然，深信諸佛皆充滿。」又云：「一塵中有
塵數剎，一一剎有難思佛。」

儒家所說的五倫關係與佛陀在《善生經》裏詳
細講解的六方關係，道理是相通的。 《善生

已經成佛的叫「現在佛」，還沒成佛的叫「未

經》詳細講解了在家居士如何處理六方關係：

來佛」，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佛。這就是「佛」

的意思，這個叫通意。從究竟來講，每個人本

是佛在這裏所說的。

來就是佛。 《圓覺經》云：「始知衆生本來
善生，在另一個版本《大品善生經》中記載是

成佛。」

「善生居士子」，是一位在家居士的兒子。我
們知道， 「居士」這個詞現在是專指在家修

佛有兩種含義：

行的佛弟子，不過，在古印度，居士並不一定
一、通意來講，過去、現在、未來有無數的佛

是佛弟子。隋代嘉祥大師在《法華義疏》中

陀；

說：「居士有二種。一居舍之士故名居士。二
居財一億故名居士。」當時的善生，在還未遇

二、別意來講，這裏的佛，特指我們的本師釋

到佛陀之前，並不是一位佛弟子。但是他非常

迦牟尼佛，是一位通過苦行、修行最後獲得覺

幸運，遇到了佛陀，得到佛陀的親自教誨。

悟的迦毘羅衛國的王子。他成爲一個覺者，成
爲我們現在所說的釋迦牟尼佛。
佛陀解答善生請教的問題，這個問答的記錄就
成爲我們今天看到的《善生經》。佛經是非常
善生是王舍城當時的一個年輕人。佛陀在王舍

樸素的：有人對一位有智慧的人（特指佛陀）

城應該是住了蠻長的時間，講了很多的經。我

提出問題，這位有智慧的人給出解答，之後經

們很多經典中都有王舍城，包括佛陀講《妙法

過記錄，成爲了佛經。這個過程非常簡單樸

蓮華經》的地方

耆闍崛山，就是在王舍城

素，沒有什麽神乎其神的東西。那麽整個佛經

東北方附近的一個山峯，很多的大乘經典，都

其實就是一個事件記錄，有時間、地點、人

物，以及發生的事情。

間人往往不是這樣，常常是人云亦云，跟大衆
的風。當然這也是因爲我們凡夫都是心隨境
轉，難免受環境影響。

佛陀告訴善生，應該理解父親交代自己每天做

宗教談的是信仰，但儒釋道三家的智慧不需要

這兩件事的含義，就像我們學佛，我們會念

我們盲目地「信仰」，是要讓我們「智信」而

經、念佛、頂禮等等，爲什麽要這樣做？我們

非「迷信」。中國古代儒家都有書院，裏面有

也應該要搞明白，不要糊裏糊塗地盲從。

辯論、講課、研究，佛學院也是一樣。整體上
來說，儒釋道是一種智慧的傳承，要讓我們成

佛陀的教育是一種智慧的教育，佛陀並不提倡

爲有智慧的人。

大家盲目地迷信，所以我們要開智慧，做任何
事情首先要知道這樣做的道理是什麽，這樣做

我們在佛學院看到有專門的辯論課程，你可以

的好處是什麽。瞭解了它的原理和利益，我們

對佛陀產生質疑，可以對佛經產生疑問，可以

才能更好地力行。

對所有的問題進行辯論，最後得出結論，這在
其他任何宗教中都是沒有的。所以，佛法是讓

我們購物的時候也是這樣，在做選擇的時候，

我們用智慧辨別一切事物。

我們要看看是哪里生產的，說明書怎麽解釋
的，有什麽功效，對我們有什麽好處，價格是
不是划算。同樣的道理，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們
都要觀察。有了一個學習和瞭解的過程之後，
我們才能接受，這是佛陀的主張。但是我們世

（未完待續）

2019 年 3 月 27 日，農曆二月二十一，是普賢菩薩的聖誕。值此殊
勝的日子，小編整理了智廣阿闍梨 2012 年講解的《普賢行願品》長
行文。阿闍梨曾經說過，《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是文殊菩薩
的發願，如果我們能夠像文殊菩薩那樣發願，像普賢菩薩那樣行持，
我們就可以成佛。阿闍梨還送給大家六個字的竅訣：「文殊心，普
賢行。」願大家早日成佛！
從今天開始，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普賢行願品》中蘊含的修行竅訣，
效仿普賢菩薩的大行吧。

《華嚴經》的精髓是普賢行，抓住普賢行願就
《普賢行願品》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

抓住了華嚴大海的核心。《法華經》的落實也

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是《大方廣佛華

是普賢行。《妙法蓮華經》主要是講開、示、

嚴經》最後一品經文。 《大方廣佛華嚴經》

悟、入佛之知見，最後一品《普賢菩薩勸發品》

是釋迦牟尼佛剛成道時所宣說的第一部經典，

講到「當知是人行普賢行」，也是要落實到普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是品名，意

賢行願裏面。

思是以普賢行願趨入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
念誦《普賢行願品》不僅可以滅罪，可以增福，
《普賢行願品》也是《華嚴經》中最精華的一

最後臨命終時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且念

品。爲什麽這樣說呢？華嚴宗的第四代祖師清

誦《普賢行願品》即生當中也可以得到很大的

涼國師曾說：「故西域相傳云。普賢行願讚爲

利益，不管修行還是做任何事情都沒有障礙，

略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爲廣普賢行願讚。

是非常殊勝的。

以今觀之。理實然矣。」就是說，《普賢行願
品》是濃縮了的《華嚴經》，而《華嚴經》是
廣泛展開的《普賢行願品》。從這個角度來說，
如果學習了《普賢行願品》，就等於學習了整
部《華嚴經》，這是非常殊勝的。

一切衆生在臨命終時，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起作用了，跟親屬就要分
開了，權力、地位都沒有了，任何東西都帶不走的時候，唯有普賢
菩薩十大願王，願力不相捨離，會帶領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
如果能每天發這十大願，那麽在身壞命終時，我們的願力自然會帶
領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很多人都在擔心到底能不能往生？其實
你只要每天按照《普賢行願品》裏所說的發願 , 那麽你命終時就會
被你的願力牽引到極樂世界去，讓你超越輪回，這也是《普賢行願品》
一個很殊勝的功德。民國時期天台宗的高僧諦閑法師就是一生當中
以《普賢行願品》爲日課，最後示現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的。
念誦《普賢行願品》還可以滅罪。普賢菩薩
在密宗裏面其實就是金剛薩埵。金剛薩埵早
在因地就已經發了大願：「願我來世現證佛
果的時候，如果有衆生造了五無間罪，毀壞
誓言，這些衆生如果聽到我的名號，作意於
我，念誦百字呪王，則一切墮罪都懺淨無餘。
這條願不成就，我終不成佛。願我安住在破
戒者前，一切罪障都能清淨。」念誦金剛薩
埵心呪可以滅罪，普賢菩薩就是金剛薩埵，
所以，念誦《普賢行願品》也可以滅罪。

如果讀誦及書寫《普賢行
願品》，五無間罪可以完全消除。
當代著名的高僧本煥老和尚一生中最重要的
功課就是《普賢行願品》。他每天早上三點
多起來讀誦一遍《普賢行願品》，風雨無阻。
而且本煥老和尚年輕的時候曾經刺血寫經，但基本都散失了，其中
目前僅存的一部經典就是《普賢行願品》。本煥老和尚一生示現福
報廣大，他現在已經 104 歲了（2012 年），所以你們要長壽、增長
福報的話，念《普賢行願品》會特別殊勝。
《普賢行願品》功德殊勝，大家應該好好地去念誦。如果有條件，

最好每天都念誦一遍，即使不能念誦長行文，念誦偈頌也是可以的。
念經時可以把普賢七支供作爲前行，把《普賢行願品》的偈頌作爲
最後的發願回向。

（未完待續）

生生世世不離爲頂飾，佩以清淨宿緣宿願花，
無等大恩上師如意寶，難言尊名土登秋佩知。
不離心間不壞輪宮殿，三信甘露供雲所奉侍，
百部遍主淨慧麥彭尊，總持辯才功德寶藏知。
今日喜樂依上師慈悲，如意成就妙法遂心願，
雖此朽身無法翩起舞，然欲榻上即性唱歡歌。
六趣輪回苦樂之業感，黑白猶如秋雲不恆穩，

吉
祥
如
意
悅
音

我等修行妙法善緣士，安樂走向安樂真歡喜。
宿願杜鵑歌聲所敦促，自幼來至佛法林苑中，
吸取勝乘甘露之精滴，最初妙法緣起已成熟。
銘記先前出世大德傳，親聆無等上師之教言，
如今回首師徒共歡聚，身心實難平靜真歡喜。
如海依處總集上師尊，慈悲純白衣襟我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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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下善願何時永不離，如今何作何爲皆歡喜。
前輩持明傳承究竟意，成就虹身法身頂乘法，
凡遇此者定不轉輪回，誠心託付行者我歡喜。
諸部遍主淨慧麥彭尊，心中不離虔誠敬信依，
已得覺空金剛之本位，假伺察意見修逐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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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被迫辛勤苦聞思，所取能取心結心間解，
顯密百論密要無勤現，頂乘密道行者我歡喜。
無緣慈悲勝意所敦促，接引結緣衆生至淨土，
披上無怯勇猛精進甲，如意利他行者我歡喜。

利樂源泉佛法妙寶珠，處於最濁三更黑暗中，
高掛講修潔白勝幢頂，弘揚佛法行者我歡喜。
大種聚合虛幻有漏身，雖不間斷遭受病老苦，
暇滿有義終生修妙法，心中升起坦蕩歡樂日。
今聞三根本尊及上師，以慈愛心安慰密語樂，
獲得從樂至樂大確信，獨居欲唱歡樂道情歌。
活亦快樂弘法利衆生，死亦快樂必定往淨土，
無論感受苦樂何業感，心中捨棄希憂之焦慮。
一旦脫離有漏蘊殼時，厭棄業力所生此幻身，
於具安樂淨土花蕊中，受生悅意相好莊嚴身。
於真佛前傾聽勝乘教，證悟身力圓滿幻化舞，
持明勇士勇母相伴行，遊戲清淨不淨衆剎土。
總之從今披上精進鎧，隨學如海普賢行願已，
救度老母有情離有海，至虛空際精進生歡喜。
祈願如是受用輪悅音，吉祥如意喜樂之道歌，
耳聞此歌高下諸有情，恆常無有憂悲具威德。

此文，藏曆土兔年薩迦月（四月）初二上午，阿旺羅珠宗美
隨心所現之語不加改造而著。善哉！

註：轉載自智悲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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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頌明示懺悔五大要義：一、於何處還淨；二、所淨之體性；
三、未淨之過患；四、能淨之對治；五、教誡勤淨治。

貪欲、瞋恚等諸障塵還淨於何處呢？答：自心光明界
如來
藏遠離以見世間之心思維、言說事及無事等。從本體空分而
言，如同第二轉法輪所詮，具三解脫之法界，離絕一切戲論；
從自性光明而言，如同第三轉法輪之密義，非因緣所作，智悲
力功德法爾自成而住，此並非自體不空之諦實，亦非如兔角般
畢竟無之空無，而是現空無二的法界自住，即於此處還淨也。
《華嚴經》云：「諸佛子，謂摩訶菩提薩埵之種性，即與法界
不二如虛空般廣大本然明性者。」對此，以白色晶鏡即無垢晶
鏡之相狀表示。

以「忽現障塵」宣說。所淨諸垢並非於心之自
性中本住，即以增而減之有法客塵忽然而現，
即如同空中浮雲般，因緣所生、自無始輪回以
來所集起的自性罪與佛制罪，障礙生起覺受、
現證的彼等諸業。此處對彼等以「能令明鏡自
體不現的塵垢」而作表示宣說。

以「若爲悉掩蔽，深明等持影相難現故」宣說。
由於彼等十不善業等罪障，界之自性被完全包
藏或被掩蔽。若不作淨治，則障礙後世增上生
及決定勝解脫，能令心於三惡趣中受苦。且此
生也對內心生起深
圓滿次第、明
生起
次第之三摩地，而作障礙。亦即此明界如來藏
之自性中，本來無垢，然以忽現的彼等障，則
能障礙見彼，此等持以影相之色表示，以明鏡
若爲塵所染，則難以如實現前故。因此，於懺
悔淨治，應當精勤。

以「四力白布」宣說。那麽，能淨除彼等罪障
的對治爲何者呢？一、對於往昔無始所作諸不
善業，多起追悔，即破壞現行力；二、爲淨除
所集起的彼等業，修習空性，即趣入無我光明
法性，深極忍可本來清淨，及如念百字明等諸
殊勝陀羅尼，或讀誦經等行善者，即對治現行
力；三、受禁戒已，於彼等罪，不復再作，爲
恢復力，亦名遮止罪惡力；四、依止三寶及菩
提心後，消除罪業而令減薄，爲依止力。如是
由四力能令罪障，消盡及減薄之故，即是對
治。以「白布」即「無垢之布」表示。
若想：依於四力淨修已，不領受諸惡趣苦，則

與經中所說「諸業縱百劫不亡」豈不相違？答：
經文的密意是未修四力對治。若以四力對治淨
修，雖順定受，亦能清淨。否則與教理相違，
《八千頌大疏》中如是說也。

以「精勤拂拭」宣說。如是由四力對治作淨修，
則產生如是利益：如《業辨》云：「已造極猛
諸業者，自呵責故令薄弱，極度懺悔能淨治，
從根力拔彼等罪。」 《妙臂請問經》云：「如
黑暗中燃燈光，能遣黑暗罄無餘。千生增長諸
惡暗，以念誦燈能速除。」 《親友書》云：
「先時雖放逸，後若改勤修，猶如雲翳除，良
宵睹明月。孫陀羅難陀，央具理摩羅，達舍綺
莫迦，翻惡皆成善。」
如是所說，定業的諸業亦根本不受異熟，或今
生中僅以頭痛，便淨除生惡趣業。若生惡趣，
亦如球落地即起般，以及須受的大苦、長期苦
轉成小苦、短苦。
因此，凡是自性罪及別解脫、菩薩、密乘的誓
戒有失壞處，爲淨除罪墮塵垢，當以「四力白
布 」精勤數數擦拭。如是教誡也。

註：轉載自顯密佛網

印光大師教言選講
■ 智廣阿闍梨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

蘧伯玉到五十歲時反省知道自己前面四十九年

知四十九年之非。孔

的過失。

子年將七十，尚欲天
假之年，卒以學易，

蘧伯玉是孔子時代非常著名的一個人物。他最

以祈乎無大過。聖賢

大的特點是每天反省自己的過失，每年都要看

之 學， 未 有 不 在 起 心

自己有沒有進步，是「日日知非，日日改過」

動 念 處 究 竟 者。 近 世

的一個典範人物。在《論語》《了凡四訓》當

儒 者， 唯 學 詞 章。 正

中都有他的故事，以賢德聞名於諸侯，非常懂

心誠意，置之不講。雖日讀聖賢書，了不知聖

得反省。

賢垂書訓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與
聖賢所言所行，若明闇之不相和，方圓之不相
入，遑問究及於隱微幾希之間哉！佛經教人常
行懺悔，以期斷盡無明，圓成佛道。雖位至等
覺如彌勒菩薩，尚於二六時中，禮十方諸佛，

孔子快七十歲的時候，還想要在剩下的年歲裏

以期無明淨盡，圓證法身。況其下焉者乎？而

學完《周易》，以祈望自己沒有大的過失。

博地凡夫通身業力，不生慚愧，不修懺悔。雖
一念心性，與佛平等。由煩惱惡業障蔽心源，
不能顯現。 （《印光法師嘉言錄》 【書一】
一四）

聖賢的學問，沒有不在起心動念處來究竟圓滿
的。

這裏印祖開示修行要在起心動念處下功夫，要
時刻反省、懺悔。

這句話是關鍵。聖賢之學體現在哪里？就體現
在起心動念處。如果我們能夠在起心動念處下

功夫，這叫聖賢之學；如果不是在起心動念處
下功夫，就是假道學。

近世的儒家學人，只是學習詞句文章。對於端
正內心、至誠真意，卻放在一邊不去理會。
這就是近代傳統文化受到破壞的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並不是別人的關係，是因爲學習聖賢之
道的人把重要的都給拋棄了。

乾淨，成就圓滿的佛道。哪怕如彌勒菩薩那樣
已經證到等覺位了，還是從早到晚，禮拜十方
諸佛，以期望把無明斷除乾淨，證得圓滿的法
身，何況是在下位的衆生？而博地凡夫通身都
是業力，卻不生慚愧心，不修懺悔。雖然凡夫
的一念心性和諸佛是平等的，然而由於煩惱及
惡業障礙遮蔽了心性之源，以致於真心不能顯

雖然每天讀聖賢書，完全不知道聖賢寫書教誨
世人的用意。口中所說，身體所做，與聖賢的
所說所行，如同明和闇不相融和，方和圓不相
契入。更不要問有沒有窮究到起心動念處下功
夫了。
「隱微」就是非常隱蔽和微小， 「幾希」就
是很小， 「隱微幾希」就是細節。我們現在
講細節決定成敗，但在這裏「隱微幾希」就是
指我們的起心動念處。我們修行用功、學習聖
賢之道，都是在「隱微幾希」處下功夫，都是
在起心動念處下功夫。

現。
這段總的來說就是修行要在起心動念處下功
夫。
起心動念處怎麽下功夫？最重要的，用儒家的話
來講就是反省改過，用佛法的話就叫懺悔業障。
懺悔中的「懺」是知道什麽是不對的，承認自
己錯了；「悔」就是從此以後再也不做。
什麽人要懺悔？沒有成佛的人都要懺悔，不是
說修了五年十年就不需要懺悔了，連等覺菩薩
都要懺悔，何況是我們博地凡夫通身業力，怎
麽能夠不生慚愧、不修懺悔？要懺悔到什麽程
度才可以結束？懺悔到成佛爲止。如果成了
佛，就不需要懺悔了；沒有成佛，要繼續懺悔。
這是印祖對我們的開示。

佛經教人們要經常懺悔，以期望能把無明斷除

（未完待續）

農曆臘月初八，是本師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日，這一天也被稱
爲「臘八節」。
2019 年 1 月 13 日， 爲緬懷佛陀的慈恩， 感謝四衆弟子的護
持，京都四明山一乘院將舉辦祈福施粥法會。
那麽，臘八節是怎麽來的？爲什麽這一天要吃臘八粥呢？臘八
粥又是怎麽做出來的呢？

關於臘八節的來源， 歷史的、 道教的、 佛教的、 民間傳說
的……說法很多，不一而足。
在佛教裏，臘八節亦是佛成道日。據《佛祖統紀卷第二》記載，
釋迦牟尼佛在得道成佛前本是太子，剛開始出家之時，由於沒
有尋找到合適的修行方法，他曾在尼連河畔的苦行林中獨修苦
行六年之久，僅日食一麻一麥，最終導致身體極度贏弱而昏倒
在地。恰巧遇到一位牧女途經此地，她以乳糜供養，使得釋迦
牟尼佛恢復了元氣。釋迦牟尼佛食畢，在尼連禪河沐浴後，在
菩提樹下靜坐，於十二月初八日豁然大悟，得無上大道，成爲
圓滿的佛陀。所以，佛教稱此日爲「本師釋迦牟尼佛成道日」。
此後，一些寺院於每年臘月初八舉行誦經活動，仿效牧女用香

穀、果實等煮出來的粥供佛，稱「臘八粥」，

消宿食，溫暖脾胃，宿食消化。除風，調和通

並普施各方，以後便在民間沿習成俗。

利，風氣消除。
除飢， 適充口腹， 飢餒頓除。消渴， 喉舌霑
潤，乾渴隨消。

佛教認爲食粥有很多好處，據《佛光大辭典》
載，粥有十利：

（大明三藏法數卷四十三）

據摩訶僧祇律卷二十九舉出十種食粥之利益，

除了前面說到喝粥的這些好處以外，對於佛弟

即：

子來說，這一天本師釋迦牟尼佛證道成佛，是
一個偉大的節日。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娑婆世

資色， 資益身軀， 顏容豐盛。增力， 補益衰

界不再沉迷於生死輪回的暗夜，終於迎來了解

弱，增長氣力。

脫成佛的曙光。因此，臘八節這天，作爲佛弟
子，我們可以以熬粥、吃粥、施粥、學習佛法

益壽， 補養元氣， 壽算增益。安樂， 清淨柔

的方式來憶念感懷本師釋迦牟尼佛成道教化的

軟，食則安樂。

深廣恩德，隨學上師三寶的慈悲和智慧，早日
福慧圓滿、自利利他。

辭清， 氣無凝滯， 辭辯清揚。辯說， 滋潤喉
舌，論議無礙。

臘八粥的具體做法，不同地區臘八粥的花樣，爭奇競巧，品種
繁多。一般爲甜味粥，多以新鮮的糧食和瓜果煮成。網上有做
法大全，還有視頻，大家可以參考。但不論怎麽做，如果能以
感恩之心來做，就會做出別樣的臘八粥。
感恩上師三寶，讓芸芸衆生有所依怙，讓我們有幸得聞佛法，
瞭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生命從此走向光明。
感恩國家的恩惠護佑，讓我們歲月靜好，可以在這一天有因緣
熬臘八粥，喝臘八粥。

感恩父母的養育深恩，沒有父母，就沒有我們今天的一切。
感恩大衆的辛勤付出，能吃到一碗臘八粥，凝聚著多少人的辛
勤汗水，感恩他們。
感恩喝粥的人，一邊熬粥一邊想像著喝粥的人吃的時候臉上露
出的笑容……
除了以感恩之心來精心熬制之外，如果能一邊熬、一邊念呪加
持就更好了。

智廣阿闍梨說，我們飯前要作一個簡單的供養，
這樣，吃這頓飯不但不會損耗你的福報，還會增
上功德。
飯前供養簡軌
供養上師，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三遍）
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願度一切衆。 （三遍）
精心熬製的臘八粥一定別忘了給有緣的人送
一碗，可以給老師，可以給父母，可以給同
事， 可以給鄰居， 也可以給社區物業的保
安、清潔工，還可以給任何你想給的人。
據《佛說業報差別經》記載，請客吃飯有十
種功德：若有衆生奉施飲食。得十種功德。
何等爲十。一者得命。二者得色。三者得
力。四者獲得安無礙辯。五者得無所畏。六
者無諸懈怠爲衆敬仰。七者衆人愛樂。八者
具大福報。九者命終生天。十者速證涅槃。
是名奉施飲食得十種功德。

別忘了參加一乘院提倡的共修法會，讓我們
一起誦經、做佛像、聽法，過一個有意義的
臘八節吧！因爲臘八節喝粥祈福能不能實
現，全靠這些呢！
最後，請及時關注我們的法訊。在臘八節這
天，願我們跟隨智廣阿闍梨共同緬懷佛陀，
共同祈願：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正法久
住！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我們常常以大掃除的方式迎接新春，比大掃除

法儀軌》、准提觀音修法，誦《妙法蓮華經》

更重要的，是洗滌我們的心。

《藥師經》，以及《金剛薩埵如意寶珠修法》
和《噶瑪朗巴懺悔文偈頌》等極具淨障威力的

智廣阿闍梨經常告訴我們：淨除罪障，才能歲

法門。

歲平安；積累資糧，才能年年如意。
今天智廣阿闍梨和我們分享的，正是歲歲平安
的祕訣

年底大淨障。

一般來說，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習俗以及佛法
的觀點，我們在年底的時候都要作大懺悔，因
爲我們不希望帶著罪業過年，在過年之前就要
把罪業全部懺悔乾淨。

現在已經到了農曆狗年的年底，馬上就要進入
豬年了。在年底之前這幾天，我們倡議：大家

佛教裏面講，一天當中，晚上要懺悔，把一天

如果有可能的話，可以做一個小的閉關，不管

的罪業懺悔乾淨；一年當中，在年底的時候好

是三天或是七天，都可以。當然如果你實在沒

好懺悔，身心都很清淨地迎接新年。

辦法閉關，也可以每天晚上修《釋迦牟尼佛修

當然，新年伊始的這幾天也是功德非常殊勝的

果有護關的人，就由護關的人處理這些事情。

日子，大家又都放假有時間，所以如果家人不
反對、條件允許的話，也可以進行幾天的閉關
淨障積資，爲新的一年平安吉祥創造一個好的

在入關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大悲呪

緣起。

來結界。首先在佛前供一個裝著淨水的灌頂
寶瓶，或者用普通的杯子裝淨水也可以。接
下 來 念 誦 大 悲 呪 21 遍、49 遍 或 者 108 遍 加
持這個水，然後用寶瓶或者楊柳枝來灑水結
界。灑水要順時針圍繞這個閉關的地方，在

一般來說，閉關的時間、地點，在同一壇城中

自己房間裏面也可以。如果有院子，也可以

共同修行的同伴，以及修行時所用的供品及法

在院子裏面，一邊念大悲呪，一邊灑這個大

器、所要修的法，這些都屬於應當保密的範

悲水。整個一圈下來，灑水的範圍之內就已

圍，絕對不要公開。越是祕密，功德就越大。

經完成了結界。在結界內部，所有的一切不

千萬不要到處做廣告：「我要閉關啦，我在什

吉祥都已經被消除了；在結界範圍之內，你

麽地方，我每天要修什麽法……」這樣一定會

會得到大悲觀世音菩薩的護佑加持。所以你

帶來違緣。

要在結界範圍之內進行閉關，閉關的時候你
不能出這個結界範圍之外。除了護關的人，
其他人都不能進出這個結界。

一般來說，正式閉關的前一天傍晚就要入關，
閉關完成之後的第二天早上才能出關。舉例來
說，如果閉關三天，就是第一天的前夜入關，

閉關前一天傍晚首先結界，結界完畢之後，就

中間閉關三天，第四天早上出關。

可以先做燒香供、供護法。然後在所有的上
師、本尊、空行、護法面前發菩提心祈願：爲
一切父母衆生能夠離苦得樂、解脫成佛，希望

如果沒有人護關，自己就必須先把閉關期間的

這一次閉關能夠順利圓滿！然後晚上就可以開

吃喝用度準備齊全，需要處理的雜事都處理

始修法了。

好，以保證閉關期間不外出，也不被打擾。如

早晚課必須做，你原來做什麽早課都可以繼續。如果你沒有固定的
其他早課，就直接修閉關期間的主要修法也是可以的。晚課就是燒
香供、供護法、 《噶瑪朗巴懺悔文偈頌》，其中百字明要念 108 遍，
平時我們有的時候念 21 遍，但是專門懺悔必須一座當中要念 108
遍，這樣也可以淨除無量的罪業。

早晚課以外其他的時間，如果主修釋迦牟尼佛修法，則每天要修四
座到六座。修法中間就是一直念釋迦牟尼佛的心呪「嗡牟尼牟尼瑪
哈牟那耶索哈」。比如，七天當中能夠念滿十萬、二十萬、三十萬，
越多越好。
《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云：

可見，釋迦牟尼佛的心呪可以淨除一切的罪障，非常強有力地淨除
罪障，跟百字明是一樣的，都是非常厲害的淨除罪障的修法；而且
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的諸佛全都是因爲這個心呪而成佛的。不但
釋迦牟尼佛是以這個心呪成佛，而且觀世音菩薩也是以這個心呪而
成就的。釋迦牟尼佛的心呪，它既可以清淨一切業障，也可以獲得
無上菩提的果位。這個呪語功德非常非常殊勝。

每一座釋迦牟尼佛的修法結束之後，我提倡大家念《妙法蓮華經》。
因爲《釋迦牟尼佛修法儀軌》後面講到要念《大悲白蓮華經》等等
跟釋迦牟尼佛相關的經典。那麽，最殊勝的就是經中之王

《妙

法蓮華經》，而且在麥彭仁波切的《釋迦牟尼佛廣傳•白蓮花論》

當中也是非常讚歎《妙法蓮華經》。所以，大

那都是應該得的。宗薩仁波切說過：「不用跟

家每修一座釋迦牟尼佛的修法之後可以念一卷

因果爭辯，它不會誤會你！」在因果報應面前

《妙法蓮華經》。當然也不一定念一卷，短的

人人平等，不管你是總統還是乞丐，都一樣，

你可以念兩卷，那麽一天四到六座，基本上可

所有的人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絕對不可

以念完一部《妙法蓮華經》。如果每天能夠念

能弄錯，所以你一定要去懺悔。爲什麽你會有

完一部《妙法蓮華經》，我覺得這是非常殊勝

這個惡果？因爲你有惡業，那麽你一定要去懺

的。 「假饒造罪過山嶽，不須妙法兩三行。」

悔，只有通過懺悔你才能改變這個業力。所以

《妙法蓮華經》本身也是淨除罪業最強有力的

必須要至誠懇切地懺悔業障，特別是我們金剛

經典。

乘的道友，受了三昧耶戒，更應該好好地懺悔
業障。
如果不好好懺悔業障，我們未來會很恐怖的。

去年我們倡導大家共修蓮師《意樂速疾成就祈

特別是你以上師作爲對境，或者是以金剛道友

禱文》，最好每人完成兩千遍，修完五加行的

作爲對境，果報是很嚴重的。你對上師做一點

道友要完成三千遍。如果還沒有完成的道友，

點小小的善業，這個果報是無量無數的；反過

我也建議大家在閉關期間可以加上蓮師《意樂

來說，你對上師做一點點的惡業，那這個果報

速疾成就祈禱文》的念誦，盡力完成，這樣對

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去懺

你未來一年的修行會非常有幫助，可以消除一

悔，你不懺悔的話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救你的。

切的障礙，遣除一切的違緣。這樣會非常吉

我們每個人只能自己救自己。當我們真誠懺悔

祥，非常圓滿。

的時候，再依靠本師釋迦牟尼佛，依靠金剛薩
埵，要觀想這些佛本質上跟上師無二無別。只
有真誠地懺悔，我們才能夠清除業障，最後才
能得到解脫。

在跨年的時候把我們所有的業障全部作一個懺
悔。如果能夠業障清淨，不但你新的一年會吉

金剛乘三昧耶戒裏面講道：「不捨無上敬上師，

祥，而且你的修行會非常地順利，不會有任何

慈悲已入正道者，呪及手印不間斷，密義切莫

的違緣。這是非常重要的。

向外傳。」我們自己好好對照，自己的身語意
三門有沒有毀犯過這些戒律。

大家一定要懺悔業障。我們不管遇到任何疾
病，或者是不順利的事情，都是因爲我們的業

比如捨棄密法，這個就是很恐怖的罪業了。我

障。你爲什麽會得病？一定是過去生中或者是

們有沒有不相信「等淨無別」的淨觀？一切都

你這輩子種下過這個疾病的因，你才會有病，

是清淨平等的，你有沒有不相信？當然我們現

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生病。有人問夢參老和尚：

在要證得這個境界很難，但是我們首先要相信

「這個世界爲什麽這麽不平等？」老和尚說：

一切都是清淨平等的，這肯定是對的。你如果

「我活了一百多歲，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平等。

連這個都不能相信，那已經毀壞了密乘的三昧

你得到的所有的一切結果都是你應該得的，沒

耶誓言，這是很恐怖的。

有什麽不平等的。」你今天得了再嚴重的果報，

包括「呪及手印不間斷」，你的修法有沒有間斷呢？
特別是「慈悲已入正道者」，金剛道友之間有沒有產生矛盾？有沒
有互相打罵？如果有這樣的情況，那就是非常恐怖的破戒的罪業。
最後一個「密義切莫向外傳」，你有沒有向非法器泄露密法，對於
修持密法永遠都要保守的祕密，以及臨時需要保守的祕密等，是否
瞭解並做到了？
所以我們一條一條地對照，懺悔，發誓從此再也不造；然後好好地
念百字明，念釋迦牟尼佛心呪，就可以消除這些業障。惡因消除了
以後，惡的果才能消除。
如果身體不好，更應該懺悔。我們每個人生病的原因其實很複雜，
並不是簡簡單單。當然殺生肯定是最主要的一個因，但還有其他很
多原因，比如說，密乘的三昧耶戒不清淨，這也是一種有可能會導
致很嚴重的疾病和痛苦的原因。
作爲金剛乘的弟子，一定要時時刻刻保持覺知，警惕自己不能夠違
犯三昧耶戒，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對密呪要有信心，這不是某個人講的，是在密續裏面佛陀親口
所講的。當然懺悔一定要具足四種對治力，否則能不能清除一切罪

障也確實不太好說。如果你具足四種對治力，

去懺悔過去無始以來所有的惡業。惡業全部清

真誠地去懺悔，發願從此再也不造，一定可以

淨了，那你未來就吉祥了，這就是我們未來能

淨除罪障。

夠平安吉祥唯一的方法。
（最好得到上師口傳而修持）

一定要好好懺悔業障。我們在沒有成佛之前都
必須懺悔業障，因爲只要沒有成佛，你就有罪
業，哪怕你是大菩薩，也是有微細的罪業。只
有成了佛，才能夠沒有任何絲毫的罪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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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懺悔是我們生生世世一直到成佛之前都必

索達吉堪布 譯

須要修的一個法門，每天都要修，就像每天要
洗澡一樣，每天我們的業障也要清除乾淨。這
樣的話，我們才能消除一切的痛苦和障礙。所
以，希望大家年底的時候一定要大懺悔。

如《三摩地王經》云：「散步安坐站立臥，何
人憶念能仁尊，本師恆時住彼前，彼者將獲廣

大家如果要閉關懺悔的話，一定要瞭解懺悔真

大果。」又云：「身體宛若純金色，世間怙主

正的含義，以及如何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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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大家可以對照菩提洲網站上面《懺悔參照：

偈：

所懺諸罪合集》這篇文章來懺悔。這裏面所有
的罪業內容很詳細，大家一條一條去對照。如
果你造了，一定要好好回憶自己以前什麽時候
造過這樣的罪業。要知道這個果報的嚴重性，
生起恐怖之心。你要生起無比的悔恨之心、懺
悔之心，而且你要非常猛烈地發誓，從此以後

（三遍）

再也不犯這個罪業；同時再觀想上師本師釋迦
牟尼佛、金剛薩埵等放光加持我和一切衆生消

如是皈依發心

除這個罪業。念「嗡牟尼牟尼瑪哈牟那耶索
哈」，或者念金剛薩埵百字明，在《噶瑪朗巴
懺悔文偈頌》當中也可以這樣去觀修，具足四
種對治力，一條一條深刻地懺悔，發誓從此再
也不造。這樣的話，罪業一定可以被淨除掉。

（三遍）

希望大家一定要這樣去修。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

如是修四無量心，之後意念諸法現而無自性之

生作者是。」不管是快樂也好，還是痛苦也好，

義中念誦：

都是你自己種下的因，自己得到的果。沒有人
可以幫你承受惡業，只有靠你自己。你自己要
對自己負責任，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至誠懇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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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見供養彼等佛，無量福德將增上，斷諸煩
惱輪回苦，此善中間不窮盡。」於佛前如何發

以猛烈虔誠的信心觀想釋尊真正身相，一緣專

願也會如是實現。 《宣說文殊剎土功德經》

注其身而盡力念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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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念誦：

以懇切祈請之方式盡力持誦《小般若經》中所
說的陀羅尼呪：

再盡力念誦嗡以下的

一切善根以回向無上菩提及發願印持。總之，
行住坐臥一切時分都應當憶念本師，夜間也觀
想釋尊之真實身體發光照耀諸方如同極爲晴朗
之白晝時一般，於此境界中入眠。平時也隨念
釋尊昔日如何發心的情形，勤隨三世諸佛大菩
薩事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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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皆從此陀羅尼呪中生，釋
迦佛亦依此陀羅尼呪之威力而成佛，觀世音依
此現前菩薩勝果，僅僅聽聞此陀羅尼呪也將無
勤獲得廣大福德並清淨一切業障。若修密呪，
則無有魔障而成就。」其餘經典中也說念誦一
遍此陀羅尼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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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呪。對釋尊如何生起信心及止觀之修法其他
論典中有宣說（即於《釋尊廣傳白蓮花論》中
有宣說）。
此等之時隨念釋尊的功德，以信心一緣專注其

此修法儀軌是具三學寶藏之文鄔金丹增諾吾供

明顯身相而誦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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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鐵鼠年神變月初八於石渠多吉攀修神山附
近圓滿寶珠寺院造畢。願依此不斷弘法利生，

平時盡力精進念誦。座間時根據情況供曼茶

令見聞念觸此儀軌之一切衆生相續中真正獲得

羅，誦各種釋尊讚，閱《大悲白蓮經》 《廣

本師佛之無量加持。願吉祥！

大遊舞經》、各種《釋尊傳》、 《如來一百
零八種名號》等，盡力隨意讀誦經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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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是彌勒菩薩聖誕，這是一個很殊勝的

大家知道，彌勒菩薩的化身布袋和尚就是寧波

緣起。大家看到，彌勒菩薩總是用歡喜心面對

奉化人。布袋和尚，名契此，號長汀子，是五

一切，我們也是一樣啊，一年開始的時候，就

代時後梁高僧，爲彌勒菩薩之應化身。

是要學會用歡喜心面對一切。
布袋和尚整日袒胸露腹、笑口常開，而且，幽
佛經裏說，能聽聞佛法、修行佛法的人，就是

默風趣、聰明智慧、與人爲善、樂觀包容，深

擁有了暇滿人身。暇滿人身有多寶貴呢？就比

受人們尊敬和愛戴。早年在奉化嶽林寺出家，

如我們撒一把黃豆到牆上，能有一顆豆子留在

最愛遊化雪竇，在雪竇寺弘法，雪竇山由此被

牆上

尊爲彌勒聖地。我曾經在雪竇寺修行、工作

這樣微小的機會，就是我們獲得暇滿

人身的概率。這個世界上雖然有很多的衆生，

過，可以說跟彌勒菩薩有很深的因緣。

但是，有多少生命能夠投生爲人，又能夠遇到
佛法、得到善知識的攝受，成爲暇滿人身？可

彌勒菩薩是佛教五大菩薩之一的大慈菩薩。大

以說，是屈指可數的。

家還記得五大菩薩吧？大慈彌勒菩薩、大悲觀
音菩薩、大願地藏菩薩、大智文殊菩薩、大行

而此刻的我們，就是擁有這樣珍寶人身的人，

普賢菩薩。其中，彌勒菩薩被稱爲大慈彌勒菩

多麽殊勝難得！想想就應該高興。可以說，擁

薩，是慈愛的代表。

有了暇滿人身，才有解脫成佛的機會。現在我
們一想到自己擁有暇滿人身，每天就應該笑著

慈彌勒意爲慈氏，他修的慈心三昧以慈悲爲

醒過來， 「每天笑醒」，對吧？所以，我們

懷，忍讓爲先，所以彌勒化身的布袋和尚，終

應該以歡喜心去開始一天的生活。

年笑口常開。你罵他不回言，打他不還手，始
終都以歡喜、慈愛對待一切衆生。因爲彌勒菩

新的一年也是一樣，我們也要用歡喜心來開始。

薩慈愛衆生，所以他每天都在笑。

我們這兩年一直在推行慈心禪。慈心禪可以說

寶人身，也應該歡喜，歡喜地開始每一天、每

就是彌勒菩薩的一個法門，因爲彌勒菩薩被稱

一年，快快樂樂地修行成佛！

爲「大慈」。慈，就是給別人快樂；悲，就是
幫助別人消除痛苦。我們要學習大悲觀世音菩

所以我們 2019 年的口號就是

薩的法門，也要學習大慈彌勒菩薩的法門。彌

吧！」

「愛，就笑

勒菩薩慈愛一切衆生，所以他每天都笑。我們
也是一樣，我們修慈心禪板著臉行不行？那肯

爲了讓大家得到彌勒菩薩「歡喜慈悲、笑口常

定是不行的，你的慈心禪肯定修不出來。修慈

開」的竅訣，正月初一，北京時間下午兩點，

心的人就是每天要保持微笑，布施快樂才對。

我們準備在網絡教室傳一個從來沒傳過的彌勒
菩薩的密法。

2018 年的新年第一天，我們曾經倡導大家「新
的一年從慈心開始」，很多道友都非常用心，

彌勒菩薩的法門，我們修了之後有一個特別的

在過去的一年裏修了很多座慈心禪。那麽大家

作用：你「不得不」歡喜！大家有沒有看過彌

對比一下，你是不是比以前更慈悲、更歡喜

勒菩薩不歡喜的時候呢？沒有。彌勒菩薩的法

了？你的笑容是不是更多了？

就是這麽厲害，修了這個法門，我們就會一生
歡喜，快樂無憂。多好啊！

我們首先要給別人快樂，那你當然要笑了，對
不對？你板著臉，怎麽給別人快樂呢？我們看

所以， 「2019

愛，就笑吧！」這個新年，

彌勒菩薩每天都很開心、笑口常開，我們也應

讓我們以歡喜心、慈愛心開始。在正月初一，

該這樣。我們愛一切衆生，就不要板著臉，而

我們以「一生歡喜」的修法，願所有父母有情

要以慈心展開笑容；我們獲得了暇滿難得的珍

快樂無憂。

又到了初五喜迎財神的
日子，智廣阿闍梨的《財
神祕笈》系列開示， 自
2017 年正月初五開始，
至今已經連載五期。
兩年來， 很多認真實踐
的道友喜訊頻傳， 今天
在此簡要分享一則最近
發生的案例：
分享人：匿名
事件背景：2019 年 1 月
28 日早，正在參加年前
3 天 閉 關 大 懺 悔 的 我，
被財務告知還有 12 萬的
缺口。
解決方式：重點懺悔財富負面種子，同時加大
力度種下財富正面種子，並至誠懇切祈禱上師
大黑天幫我們度過這一難關。

就沒有單子了， 但是因爲
財神法的威力， 今年公司
商機和在談項目遠遠大於
往年。
智廣阿闍梨在《財神祕笈》
連載四中曾說：「財神們
再神通廣大、 大慈大悲，
也要順應你的因果來加持
你。」
上面這則案例中的道友在
修財神法的同時， 猛厲消
除負面種子， 每天種下大
量正面種子，才 50 多天的
時間就獲得了不錯的成果。
所以今年， 智廣阿闍梨在
開講系列財神修法之前，首先開示了佛經中貧
窮十因和富貴十因，以便我們一一對照，打好
基礎，這樣我們修財神法才會有威力，得加
持，有效果。

事件結果：2019 年 1 月 31 日，公司入帳金額
剛好滿足所有資金支出需求。
經驗小結：從 2018 年 12 月初，我就開始了每
天種財富種子 20 個以上的共修，2019 年初，
我收穫了業內頂尖高手的加盟。以往過了小年

所有的財神法，肯定有它巨大的威力，但是也
有前提。不是修財神法就會獲得財富，也有人
修了不靈的，並不是財神不靈，而是因爲沒有
具備前提。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參加我們的公益課程
《終極商業智慧》，那是最好的。現在我們各
地的書院都有這個課程，希望大家及時關注課
程資訊，在方便的地方儘量地去上課，也希望
大家要反復地聽。我們很多老道友可能十年前
就聽過了，到現在還沒聽懂，所以命運還沒改
變。

今天我首先要和大家來講一講富貴的因和貧窮
的因到底是什麽。這是佛陀在經典裏面分析得
非常清楚的，富貴有十種因，貧窮也有十種
因。如果對此不瞭解，每天都在種貧窮的因，
還想得到富貴，那就變成癡心妄想了。

基礎沒打好，不僅修財神法不靈，可能修什麽
法都不會靈。不要怪法不靈，是我們自己的心
不靈。所以首先要好好學習這些最重要的基
礎。

佛陀在《佛說業報差別經》裏面專門講道：「復
有十業，能令衆生得少資生報。」

很多人想要求財、求富貴，很努力地做各種各
樣的工作，早出晚歸卻賺不到錢，這並不是因
爲你沒有能力，不夠努力，而是因爲你以前沒
有財富的種子，所以雖然很努力，但效果也不
好。我們也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人不努力照樣很
有錢，那並不是因爲他運氣好，而是因爲他過
去積累了很多財富的種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因果規律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我們不相信因果，所有的佛法都談不
上了。因爲因果規律是所有佛法的一個「地
基」，就像萬丈高樓從大地起，地基首先要打
好，然後才能往上造房子。佛教的修法也都是
建立在因果正見的基礎上，有了這個基礎，所
有的修法都會有威力，有加持，有效果。希望
大家一定要重視這個基礎的教法。
我們有些道友的修行、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很
好，那是爲什麽？因爲基礎打得好。不但是今
生，可能前世的基礎就打得好，所以各方面都
會很好。有些人非常努力但是效果不一定很
好，不是說這個法不靈，是因爲基礎不夠好，
也不僅僅是今生基礎不夠好，可能前世的基礎
就不夠好，所以要比別人更加努力地去種財富
的種子，懺悔過去慳吝的業障、偷盜的業障，
這樣才能夠改變命運。

有十種業會讓人貧窮。大家可以對照一下，看
看自己有沒有造這十種業。如果有，一定要努
力地懺悔：念金剛薩埵心呪、百字明、准提心
呪、釋迦牟尼佛心呪、 《藥師經》 《法華經》
等等，來消除這些業障。貧窮的業障如果很多
的話，要改變命運也是很難的，只有把貧窮的
業障消除了，才能夠改變命運。

第一種貧窮的因是自己去偷盜。大家不要認爲
自己肯定不會去偷盜，從廣義上來說，只要佔
別人便宜就叫偷盜。
沒有經過主人的允許，拿了哪怕是一根草、一
根木，都是一種偷盜。所以從廣義來講，我們
每個人都有過偷盜，比如說拿公家的財物，一
張紙也好，一支筆也好，都屬於偷盜。而且拿
公家的東西，這個盜業很嚴重的，爲什麽？公
家的東西屬於公有的，等於你欠這個團隊所有
的人一支筆或者是一張紙。雖然只有一支筆、
一張紙，但是欠的人很多。如果你是公務員，
那就更慘了，欠全國十多億人一支筆、一張
紙，生生世世可能都還不清。
所以千萬不要認爲，自己好像沒有偷盜的業。
我沒偷錢，也沒有偷金銀珠寶，怎麽會有偷盜
的業？佔便宜的行爲往往都屬於偷盜的行爲，

包括打單位的電話講私人的內容；偷稅漏稅，
沒有按照法律去交稅；到商場、酒店，有些東
西是免費的，你可以拿的，但有些不一定是免
費的，你也拿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說，我
們很多人其實都會有這種偷盜的惡業，千萬不
要認爲自己是個好人，沒做什麽偷盜的行爲，
其實除了半夜三更沒有去其他人家裏偷東西以
外，其他很多偷盜的行爲可能都做了，這就是
貧窮的因啊。那麽一定要懺悔，把所有過去偷
盜的行爲，所有佔別人便宜的行爲，全部要懺
悔。

便宜的心。

從此以後要很小心、很謹慎，只要是別人的東
西，只要是公家、公共的東西，我們儘量不要
去佔別人便宜，這是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很
注意。

見到偷盜心生歡喜，這也是貧窮的因。

我們時時刻刻都要保持覺知，儘量地小心。做
任何事情都要先想想：我有沒有佔別人的便
宜？有沒有佔公家的便宜？有沒有佔社會的便
宜？這樣才不會不小心種下貧窮的種子。

看到別人佔便宜讚歎就會有偷盜全部的惡業，
所以大家對此一定要小心了。

見到偷盜生歡喜心。就像上面講的，小孩子拿
了別人的東西，或者拿了公家的東西，有些人
就會生歡喜心：哎呀，從小就懂得拿東西回
家，挺好。

對父母的孝養減少，比如原來每個月給一百
塊，這個月開始給五十塊了，這就是貧窮的
因。
當然如果實在是沒有條件，那也沒有辦法，但
如果有條件，則不應該減少對父母的供養，應
該增加才對。

有些人不僅自己佔便宜，還叫別人也佔便宜，
這就屬於第二種貧窮的因，勸他偷盜。

今天你對一個人好，明天應該對他更好，如果
減了，那人家感覺就不好了，一樣的道理。

讚歎偷盜也會有偷盜全部的惡業。看到別人佔
便宜讚歎，特別是不懂佛法的人，更容易犯這
樣的錯誤，比如看到小孩子佔別人便宜，很多
大人都會讚揚：「你把東西拿回家裏來，做得
好！」其實這是非常不好的，他從小佔別人便
宜，以後就會貧窮。

賢聖的涵義很廣泛。比如佛、法、僧三寶，修
行的團體，包括世間的這些賢聖，書院、學
校、老師，或者是善知識、法師、上師，這些
都屬於賢聖的範疇。如果我們侵奪他們的資
財，這是非常嚴重的貧窮的惡業。

千萬要注意這一點，要教導孩子從小學會以富
足的心態對待一切：我什麽都不需要。特別是
對待公家的東西、公用的東西，一定不要有佔

所以修行團體裏面的財務一定要很清晰，一個
小組兩個人也好，五個人、十個人也好，一百
個人甚至更多人，做任何的活動，財務一定要
清晰，不能夠糊裏糊塗的。因爲不管是有意還

是無意的，只要是侵奪了修行集體的資財，罪
過都是非常大的。

看到別人沒有飯吃，很貧窮，應該生憐憫心。
哪怕幫不上，最起碼也應該發個善心，希望他
們都能夠離苦得樂，脫離窮困。發這個善心很
重要，但是如果不但沒有憐憫心，反而很高
興，這也是貧窮的因。

看到別人賺錢了，心裏特別不高興，這也是貧
窮的因。
有些人會產生這種心理，看到別人賺了錢，就
特別不開心，生妒忌心。我們應該生隨喜心，
看到別人賺錢了，應該爲他高興，希望他賺更
多的錢，這樣的心態，就是一種財富的因。

因爲這十種惡業，所以會很貧窮。

看到別人要賺錢了，要得到利益了，就製造障
礙，讓他賺不到錢，這也是貧窮的因。

我們學佛的人要好好地對照自己，看看這十種
業我們有沒有做過。如果有，一定要好好地懺
悔，並發願從此以後再也不做這樣的惡業。通
過念誦百字明、金剛薩埵心呪、釋迦牟尼佛心
呪或者是准提佛母心呪等，來懺悔自己的這些
惡業。這樣的話，貧窮的惡業才會慢慢消除
掉。

比如說，別人做生意，快談成了，你在背後說
壞話，讓別人談不成，這就是一種貧窮的惡
業。

這可能是一篇財富負面種子的懺悔指南……聽
了智廣阿闍梨的開示，一條一條對照，才知道
自己窮得一點也不冤枉！

我們要成人之美，如果因爲我們，別人的生意
做不成了，這就是你貧窮的惡業。當然這個生
意是指正當的善業，惡業不算在內，他如果要
造惡業，你阻止他，是有功德的。

幸好有佛法，讓我們可以依靠佛陀的加持力
量，用懺悔的方式消除這些財富的負面種子。

見到別人布施，沒有生隨喜心，反而不歡喜，
這也是貧窮的因。
我們見到別人布施，應該爲之而高興，隨喜他
的功德。

見到世界上有饑荒、貧窮，不但沒有生憐憫之
心，反而生歡喜心，這也是貧窮的因。

知道自己窮得有原因之後，在下一篇連載，我
們將瞭解到
如何「富得有道理」！

今天 2•14 情人節，又到了表白日。
不過，你知道我們爲什麽要表白身邊的 TA 嗎？
你知道這裏面的祕密嗎？
讓我們一起聽智廣阿闍梨揭祕

身邊的 TA 很可能的真實身份。

在大乘轉化道的觀點裏面，婚姻並不一定會成爲修行的障礙，
也不一定會成爲輪回的因。如果雙方是爲了成就無上菩提、度
化一切衆生，而把婚姻作爲雙方一起達到生命圓滿覺悟的修
行，那麽通過這個轉化道的方式，就可以把這個婚姻變得更加
地有意義。
而在更爲甚深的金剛乘觀點裏面則認爲：「諸法及諸有，一切
皆清淨。」
這樣的清淨見在伴侶關係中也極爲重要。從淨觀的角度來講，
我們要把伴侶觀爲善知識，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很多人需要學習的一個課程。爲什麽呢？很多人總是覺
得自己的伴侶不太好，覺得自己的伴侶不夠完美，其實這是我
們內心不夠完美的原因。這個世界都是自心的投射，你爲什麽

會看到你的伴侶不完美呢？就是因爲你的心不

做，你們三個人好好修行吧。」最後那三個人

完美，這是根源。

都修成功了，而這個人因爲護持這些人修行，
所以福報很大，他轉世就做了國王，就是妙莊

很多人覺得伴侶給自己帶來很大的痛苦，其實

嚴王。

這只是你在自己業力世界中的感受，並不是伴
侶的真相，你一定要明白這一點。因爲你根本

那三個已經成就的修行者有神通，觀察到這個同

看不到任何人的真相，只有佛陀知道他的真

修變成了一個國王，但是因爲沒有好好修行，所

相，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相。

以有邪見，相信了外道。他們三個人就轉世回
來，一個人變成他的太太，另外兩個人變成他的

大家都讀過《法華經》，《法華經》裏面有個

兒子，他們三個人一起來幫助妙莊嚴王。

妙莊嚴王的故事。
最後，這個國王在兒子的引領下來到當時的雲
妙莊嚴王本來是一個有邪見、相信外道的國

雷音宿王華智佛面前皈依了三寶。後來，雲雷

王，但是他最後被授記成佛了。爲什麽被授記

音宿王華智佛授記他將來成佛，名娑羅樹王

成佛了呢？是因爲他的太太跟兩個兒子的幫

佛。這就是《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

助。

裏所講的公案。

有些老法師講到過妙莊嚴王和他眷屬前世的因

所以一定要記住：我們的伴侶、家人也可能就

緣。以前有四個人一起修行，三個人閉關，一

是打入我們凡夫內部的菩薩，他們的使命其實

個人發心護關：「我來護持你們，幫你們洗衣

就是要讓我們能夠趨向佛法。當然他們的方法

服、燒飯、化緣，所有的一切事情都由我來

可能是非常巧妙的，他們的演技也是非常到位

的，就像妙莊嚴王的太太跟兒子一樣，讓你根

可以幫到你，這才是最重要的。

本看不出來。也許當你成佛的時候，你才知
道：哦！原來他們都是打入我們凡夫內部的佛

爲什麽呢？因爲所有的一切，它本身是什麽並

菩薩。

不重要，因爲它是空白的存在，關鍵是你怎麽
看待他。你如果把他當成凡夫，那麽你肯定會

我們讀《法華經》，很多人都沒讀出什麽名堂

得到凡夫的加持，凡夫之間無非就在報恩、報

來。 《妙莊嚴王本事品》裏面其實有很深刻

仇，討債、還債的痛苦輪回之中，這就是你把

的含義，包含了所有與眷屬相處的祕訣。我們

他當成凡夫，最後得到的結果；你如果把他當

跟家人的關係到底是什麽？其實我們誰都不知

成你的老師，你就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

道，除非你成佛，你不成佛，你永遠不可能知

西；你如果把他當成菩薩，你就可以得到菩薩

道真相是什麽。

的加持；你如果把他當成佛，你就可以得到佛
的加持。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瞭解，你的眷屬可能就是和妙莊嚴王的這
些眷屬一模一樣。你怎麽知道你的眷屬不是法

有的人說：「那我淨觀我的伴侶是佛菩薩了，

華會上的佛菩薩轉下來，專門來撈你的？你還

我就不可以再想要度化他、幫助他解脫成佛

以爲你在度化他，你要轉變他，你要如何如

了。」這倒也不是，只要我們發善心就沒有過

何……努力了半天，最後你才發現，我們所謂

失，哪怕他是個佛菩薩，那也是在給我們機

的幫助眷屬，最終可能是眷屬幫助了我們。

會，讓我們能夠對他種下好的種子，讓我們的
福報更大。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真心真意希望他

所以說，伴侶、家人的本來面目，你是看不見

得到暫時與究竟的快樂，真心真意地去利益

的。你根本無法知道他的本來面目是什麽。但

他。那他如果是菩薩，我們的對境就更爲殊

是有一點，一定要記住：如果你有這樣的一種

勝。所以淨觀並不妨礙我們去用這種真正的真

清淨心，想著他是來幫助你的，那麽他真的就

愛之心去對待我們的伴侶，對待我們身邊所有

的人。

這樣才可以更長時間、更直接地來利益你。像
我們今天，大家聽完課都散了，能夠利益大家

也有的人說：「好啊，我淨觀我的伴侶是佛菩

的時間只有一個下午。但是如果潛到你的身

薩了，那他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他要我殺生我

邊，那就可以利益你一輩子了，所以只有真正

也聽他的，他要抽煙喝酒我也陪著他。」這可

大慈大悲的菩薩才能潛到你的身邊，一般的菩

不一定是真正的淨觀。首先你要知道什麽是佛

薩只能遠遠地給你講講課，講完課回向完了就

菩薩，佛菩薩是來幫助你解脫成佛的，就像妙

走了。所以在你身邊的這個菩薩才是最慈悲你

莊嚴王的太太兒子那樣，最終是要將他安置在

的菩薩，這是很重要的。

菩提道上。所以你要有足夠的正知正見，認得
出何謂佛菩薩的加持。所以淨觀也並不妨礙你

再一次祝如我一樣的有情衆生情人節快樂！

正確地學佛，只是你的態度始終要溫柔而堅
定。

在我們前幾期的「真愛系列連載」中，智廣阿
闍梨爲大家開示了什麽是真愛，也爲大家介紹

那麽怎樣淨觀伴侶才算正確呢？最終還是要看

了婚姻及伴侶關係的四重境界，而且還傳授了

結果是否符合那三個標準：你是否更加增上了

在愛中證悟的竅訣。

對上師三寶的信心，是否更增上了對衆生的慈
悲菩提心，是否更提升了自己調伏煩惱的能

但是蓮師也曾說：見由高降，修從低起。轉化

力。如果你的結果是相反的，那就不是正確的

道的顯密教法聽起來容易，實際是很難的，對

淨觀。

人的要求其實更高。

這些就是我們一般人經常會碰到的問題。其實

所以，在此有情人甜蜜相對的日子裏，還是要

我們身邊都潛伏了很多佛菩薩，他們以各種方

狠狠心，向您預告我們的下一期真愛系列連

式加持我們、教化我們趨向正法，只是我們自

載：《愛情有風險，入「城」需謹慎》。

己要麽沒認出來，要麽領會錯了，沒有真正領
受到這些佛菩薩眷屬們的陪伴和加持。其實佛
菩薩到處都是，佛的化身無量無邊。在我們身
邊就有很多佛菩薩，真的是這樣的，只不過你
不能認出他而已。
有個道友，他聽了這些以後很有感觸，回去就
對他的太太說：「我已經知道你的身份了，你
不要再裝了！」 （衆笑）其實真的，很多的
佛菩薩潛伏在我們身邊，在不斷地以各種各樣
的方式幫助我們，利益我們。
大家想想看，如果有一個菩薩要來度化你，最
好的辦法是什麽？就是潛伏在你的身邊，因爲

三月八號，一個國際慣例上屬於女性的節日。
祝大家節日快樂 ! 願所有女性能夠從以下這篇
智廣阿闍梨與弟子關於女性成就的問答中獲得

大師對此十分感動，詢問道：「你有沒有什麽
願望？」

啟發。

少女說：「我的父親早年在都城因爲『藥子之
變』而被流放，母親有了身孕，如果生了男孩
的話，這個孩子也要接受處罰。於是向清水的
觀音像祈禱一定要生一個女兒，後來來到此
地，生下了我。」

這次的問答發生在四國遍路的過程中，這一天
智廣阿闍梨帶領弟子們朝拜了四國遍路中一座
非常有名的與女性成就有關的寺廟
切幡
寺。隨行的遍路先達給大家講了這所寺院的來
歷

據說古代在此山麓下，有一位以編織爲生的少
女。在此修法的弘法大師在結願第七日，爲了
縫補破碎的僧衣，向少女索要布條。少女不惜
將沒有織完的布條剪斷，供養給了大師。

介紹完自己，她接著向大師坦白了自己的願
望：「我希望代替已故的父母，製作觀音像進
行供奉，這樣自己也能夠進入佛門，精進修
行。」
大師非常感動，立即雕刻了千手觀音像，讓少
女得度，並授予灌頂。少女瞬間即身成佛，身
體發出七色光，變身成了千手觀音菩薩。

大師將此事告知了當時的嵯峨天皇，根據天皇
的敕願，建立了切幡寺，將自己雕刻的千手觀
音像沖向南方，向北放置了即身成佛的千手觀
音塑像，將其作爲本尊。
這便是大家口口相傳的切幡寺的由來。
譯自：四國八十八靈場會官網
聽完寺院來歷的故事後，在場一位弟子提出一
系列問題，開啟了一場頗爲有趣的問道。
上師，聽起來切幡觀音成佛好簡單
弘法大師的僧裝破了需要補一下，切幡觀音把
布條切下來供養給他，然後就成佛了。這讓我
想不通啊，爲什麽切幡觀音這麽容易成佛？她
爲什麽供養了一塊布就能成佛呢？
這個故事的記載很簡略，但是我
們由果推因，從這個結果來推理的話，我覺得
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弘法大師當時閉關出來，需要找一塊布來補法
衣，少女不惜把織了一半的布剪下來供養給弘
法大師。從這個行爲就可以看出她對大師的信
心是非常具足的。
我們知道，供養所得功德的大小並不取決於供
養了什麽。 《了凡四訓》中講到，有個女子
因爲把僅有的兩文錢全部供養給了寺院，後來
入皇宮得大富貴。一樣的道理，也可能這個女
子相當貧困，只有正在織的這一塊布，全部供
養給了大師。從她對大師有非常強烈的信心和
能夠捨棄自己的一切這兩個角度來講，雖然她
供養的東西可能並不是非常珍貴，但是她的功
德卻非常大。
而且，她供養了以後，因爲宿世的善根，她馬

上就在大師面前剃度出家，所以這個地方就叫

「女性成佛之寺」，這是非常殊勝的。

「得度山」
，並被大師授予密法的灌頂。可見，
她更是一個密法的根器，所以她不僅僅對大師

這個故事確實很激勵我們，可是，爲什

具有強烈的信心，肯定對密法也具有無比的信

麽我們灌了那麽多次頂都沒有證悟呢？像恩扎

心。

布德國王和切幡觀音，他們灌頂之後很快就證
悟了，這是什麽原因呢？我們怎樣才能成爲這

所以，從她供養、得度、接受灌頂這幾個細節

樣的根器呢？

來看，她是一個善根非常成熟的女子，也因此
證悟是一個結果，那它一定有它

能夠得到弘法大師的加持，迅速成就觀音菩薩
的果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的原因，它最重要的原因其實就是三條：淨除
罪障，積累福德、智慧的資糧，對上師具有無

這樣的案例其實很多。據《密宗大成就者奇傳》

僞的信心。

第三品記載，國王恩扎布德在對佛陀僧團作了
極爲廣大恭謹的供養後，向佛求取成佛的方便

當我們具足這三條的時候，在灌頂或者加持之

之道，釋迦牟尼佛爲他作了密法的灌頂，國王

下，就可以即身成就。在歷史上，這樣的案例

恩扎布德當下就成佛了。這也是一個在灌頂的

是非常多的。那麽我們爲什麽沒有證悟呢？我

當下馬上證悟成佛的案例。我覺得切幡觀音的

覺得也是在這三點上應該是沒有做到圓滿，所

公案和恩扎布德國王的案例很類似，她在弘法

以我們還需要再繼續努力，希望大家在這三個

大師面前得到加持灌頂以後，也是即身成就了

方面更多地去修行。

觀音菩薩的果位。
上師，像恩扎國王和切幡觀音他們能有
這個故事給我們很大的激勵，特別是給女性的

這樣的「果」，應該是過去生中不斷地淨罪積

修行者很大的激勵，所以這個寺院又被稱爲

福。那我們現在遇到這樣殊勝的法，我們好好

修持，也一定會一生比一生好，最後也會成爲
這樣的根器，是嗎？
是的，這是必然的。
上師﹐《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中說，女
身不能成佛，不能做轉輪王、帝釋、天魔和梵
天。那爲什麽在佛教裏面還有切幡觀音這種女
身即身成佛的事情呢？是不是有點矛盾呢？
佛陀講經說法有了義和不了義的
區別。在不了義的經典裏面，確實是有這樣的
說法，認爲女身不能成爲天魔，不能成爲轉輪
聖王，不能夠即身成佛，等等，但這些都是不
了義的說法，佛陀是針對有些根器的人暫時這
樣講的。
從究竟的說法來講，女身跟男身其實沒有什麽
區別，因爲成佛並不是身體成佛，是心成佛。
所以身體是男是女，或者是好是壞，其實關係
不是太大。
因爲她知道女性的痛苦很多，所以她要給女性
從了義的教法來講，比如《妙法蓮華經•提婆

作個榜樣，她就發下大願：「以男身成佛的人

達多品》裏面，龍女也成佛了，其他的經典裏

很多，可是以女身成佛的卻很少。我今於佛前

面也有女身成佛的案例。

發願：直至虛空毀壞之時，都以女身度化一切
衆生。」

特別是在金剛乘裏面，這種案例就更多了。舉
個例子，比如說度母，度母在密法裏面是非常
重要的一位女性佛陀，在藏密當中叫度母，是
意譯；在唐密當中叫多羅菩薩，是音譯。
據佛典中記載，度母在過去生中鼓音如來出世
時期是一個公主，名叫智慧月。有比丘問她：
「你如此恭敬虔誠，一切所願必能成就。爲何
不發願轉女身成男身，以方便修行？」公主回
答：「我觀此處無男亦無女，無人無識亦無我，
男女名稱皆虛假，世間劣智迷惑生。」

她最後確實是以女身成佛了，然後也一直以女
身的形象在度化衆生，所以我們看到的度母都
是女身的形象。這就是一個女身成佛的案例。
在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裏面，也有四位是女身
成佛的。
在西藏的密法傳承中，也有很多女性即身成佛
的案例，最有名的有兩位：一位是益西措嘉空
行母，她是蓮師教法最重要的一位弟子，蓮師
所有的教法都是由她來整理和結集，並由她來

傳授的，她是一個女身即身成佛的案例。另外
一位是瑪吉拉尊

施身法的祖師。她的傳承

在西藏也是傳播得非常廣泛，各個傳承當中都
有她的施身法（斷法）的傳承。
所以，這些都給我們很大的激勵，女身成佛一
點問題都沒有。從了義的角度來講，女身男身
都是平等的。
上師，佛陀在不同的時期對女身有不同
的開示，是不是也跟我們自己的道次第有關？
比如在我們根器還不具足、需要反省自己、對
治自己一些問題的時候，消除業障的時候，也

所以如果隨意譭謗整個女性，就有可能在不經

確實需要瞭解女身會有哪些缺點，這樣更容易

意間詆謗了金剛亥母、白度母、作明佛母等佛

懺障積福，對嗎？

的化身。這是很嚴重的過失。

對，是的。 《佛說大愛道比丘

在《法華經》裏面，龍女成佛之前還是

尼經》是佛陀對他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

轉了一下男身，切幡觀音好像沒有轉一下男

所講的。這裏面提到女身有「八十四態」，就

身，請上師開示這會有什麽不同嗎？

是有八十四種過患，很多很多的缺點，大家也
可以去對照一下。但是這並不妨礙你作爲女身

這其實都是一種示現。

勇猛精進地修行，通過真正的佛法修行，獲得
即身成就，這是不矛盾的。

成佛其實不需要改變任何的形象，因爲成佛不
是你的身體成佛，而是你的心成佛，當然不需

其實男身同樣也有很多問題，但是也是可以即

要改變任何形象。

身成佛，都是一樣的。
爲什麽會有種種的示現，示現成這樣或示現成
有的經典說，女人有五障不能成佛，但
在金剛乘裏面，有個戒律是根本不能夠小看和

那樣，那都是針對當時在場衆生的根器而示現
的。

誹謗女性，它們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實際上是
對不同修行階段的不同指導，這樣理解對嗎？

我覺得沒必要太執著， 《金剛經》裏面不是
說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

是的。在金剛乘十四條根本戒裏

道，不能見如來。」真正的如來是超越形象的，

面，第十四條就是「詆毀女性」。犯戒的對境

並不是什麽男身，也不是什麽女身，什麽身都

是指所有的女性。因爲以各種身份度化衆生的

不是，但是什麽身都可以。你如果真正對這些

度母、空行母等比比皆是。在任何場合，都有

了義的佛法有瞭解的話，根本就不會執著於這

可能出現空行母的化身。

些表面現象。

2019 年 3 月 11 日，農曆二月初五，是玄奘大
師圓寂紀念日。對於吳承恩筆下的唐僧，可能
大家並不陌生，但對其歷史原型

西行天竺

我看這部電影很感動，可能跟自己的經歷有點

取經的玄奘大師，可能就沒那麽熟悉了。記得

關係。我這一輩子也是一直都在求法，所以還

2016 年上映了《大唐玄奘》這部電影，票房

是有很多的感觸。我們看一部電影，它的情節

收入不高，評價一般。當時智廣阿闍梨也帶一

固然很重要，但是電影帶給我們的思考和啟發

些道友一起觀看了這部電影，有一些道友在分

可能更重要。

享心得時也談到自己並沒有什麽特別深刻的感
受。然而當大家聽到智廣阿闍梨點評後，道友

玄奘大師能夠歷經磨難最終取得眞經是很了不

們才發現不是電影本身的問題，而是自己沒看

起的，因爲一般人不可能有這個毅力、福報去

明白。所以今天把智廣阿闍梨的影評整理出來

克服這些困難。歷史上也有玄奘大師是三地菩

以飧讀者，以此感恩和紀念玄奘大師，也希望

薩的說法。因爲克服困難也是需要具有強大的

能對您有所啟發。

毅力和福德，一個人能夠面臨生命危險、種種
磨難而頑強地活下來，這本身就需要毅力和福

報，不然走不到終點就死掉了。然而玄奘大師

的「眞經」就是證悟，所謂「取到眞經」就是

不僅超越了取經路上的種種磨難活了下來，而

你獲得證悟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每個

且最終還取得了眞經。那麽，玄奘大師示現取

人都需要去「取經」。

經成功對於我們普通人有哪些啟發？對於「取
經」，我們該如何理解？
玄奘大師最終取經成功，也給我們很大的啟
發。我們要效仿祖師大德，學習祖師大德的精
什麽叫眞經？在《西遊記》裏面此處講得還是

神，掌握玄奘大師取得眞經的關鍵，這樣我們

蠻有寓意的。唐僧取到眞經回來以後，所有的

就會像玄奘大師一樣取到眞經。

經文都變成了白紙，裏面一個字都沒有了。我
覺得這個寓意是告訴我們， 「眞正的經」並
不是在經書裏面， 「證悟的智慧」才是眞正
的經。 「取經」其實就是要去探求「我是誰？」

玄奘大師西行取經的原因，有這樣一個背景：

「生命的眞相是什麽？」所以可以把取經的道

唐朝當時佛法興盛，佛教界對佛經的理解有一

路當成是一種證悟的旅程，如果這樣去思考，

些分歧，所以大師希望能夠到那爛陀寺去尋求

就會得到更多的啟發。

一個正確的答案。那麽我相信他踏上取經之
路，完全是出於他「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的

如果僅僅只是跑過去，取一本經書把它背回

菩提心。因爲他有無上菩提心，所以會歷盡艱

來，我覺得這只是看到現象，沒有看到取經的

辛去求法，對吧？玄奘大師歷盡了千辛萬苦從

本質。從本質上來說， 「取經」其實是爲了

大唐到印度求法，最終取得眞經，回到大唐弘

追求我們人生的眞諦或者是探尋生命的眞相，

揚佛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獲得眞正證悟的一個旅程。其實，一切佛經皆
是敲門之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佛來，

我們也要好好地發菩提心，當然可能做不到他

而此佛即是你自己！不論是讀經、抄經還是取

這麽偉大，但是我們可以發揚這種精神，儘量

經，其實都是喚醒自己佛性的一種方法。

地要多學習、多聞思修，發願能夠弘揚佛法利
益衆生。一個人做任何的事情，有個偉大的動

所以，所謂的「取經」就是要上求佛道，所謂

機、理想，這是很重要的。我們要成佛，要度
化一切衆生，這個動機、理想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話，你在修行的道路上就不會有動力
了。你爲什麽要修行啊？當然有些人是爲了求
財、求身體健康，但這個心願太小了。如果你
眞的有錢了，眞的身體健康了，那你還有什麽
動力呢？
小乘佛教目的是爲了個人的解脫，這當然也是
很好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還不夠偉大。最偉

大的理想當然是菩提心，爲了度化一切衆生，

度那爛陀寺求取眞經，就是爲了有朝一日可以

我們要成就無上菩提。你如果眞實地生起了這

回到大唐弘揚佛法、利益衆生。這裏所謂的

種菩提心，就會有無窮的動力，不會懼怕所有

「來」，所謂的「回去」，就是菩提心的一種

的困難。不僅僅是這一輩子，甚至生生世世你

體現。 「來」的時候是爲了上求佛道， 「回

都會爲了上求佛道、下化衆生而努力，跟釋迦

去」的時候是爲了下化衆生。你可以把玄奘大

牟尼佛一樣。我相信玄奘大師也是生生世世當

師「取經」當成探尋人生眞相的一個旅程，去

中發菩提心，他才會不管歷經什麽磨難都會堅

證悟自己本來面目的一個旅程；把到達那爛陀

持下去。所以，要取得眞經，我覺得首先要發

寺當成是一種證悟；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是倒駕

起菩提心。

慈航、普度衆生了。

電影中有一句臺詞：「來就是爲了要回去，不
是爲受人愛戴的。」玄奘大師不遠萬里來到印

障礙重重，什麽事情都不順利，痛苦不堪，甚
至你會感到絕望，感覺自己根本就走不出去
了，就像在大沙漠裏走不出去了一樣。這時候
你也不要絕望，內心要清楚，這也是路上的風
景而已。
如果你在內心有堅定的求道之心，知道所有的
快樂和痛苦其實都是路上的風景，那你證悟的
我們要在證悟的旅程上到達目的地，這個證悟
的旅程其實跟玄奘大師取經是一樣的。
玄奘大師有的時候會遇到不好的風景，有的時
候會遇到好的風景；有的時候遇到風雨交加；
有的時候會被抓起來，遇到生命危險；有的時
候也被待爲上賓，甚至要他留下來享受富貴榮
華……修行的旅途其實也一樣：有的時候你會
很痛苦，甚至痛不欲生，要退轉了；有的時候

可能性就非常大。我們很容易被路邊的風景牽
絆，痛苦的時候停止不前，在那兒痛苦著；快
樂的時候也停止不前，在那兒快樂著。我們墮
入在這種富貴榮華，墮入在溫柔鄉里面……這
就像我們修行的道路上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
題，但是一定要認准你的目標，不要被路邊的
風景牽絆，只要不斷地前進，不要停止，不要
退轉，就一定會獲得成就。這也是《大唐玄奘》
給我們的一個啟發。

你又會覺得很舒暢，以爲自己是不是已經開悟
了？我們不能夠在困難的時候退轉，也不能在
安樂的時候停下來。就像高昌國王承諾玄奘大
師，全國人民都成爲他的弟子並供養大師終
生，這是多麽大的榮華富貴啊，但玄奘大師並
沒有因此停下來。
我們修行也是一樣，修到一定程度你自我感覺
很良好，以爲自己是不是已經成就了？不用再
修了吧？這是一種歧途。有的時候你遇到困難
就退轉了，這也是一種歧途。其實所謂的快樂
也好、痛苦也好，都是路上的風景，你不能耽
著在上面，還是要奔著證悟的目標前去，我覺
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有的時候會很順利，順風順水，甚至求財
得財、求官得官、求妻得妻、求子得子，一切
都很順利，你不要認爲這就是成就，其實這也
是路上的風景。有的時候會非常痛苦，生病、

玄奘大師在取經之路上之所以能夠超越種種
磨難， 《般若心經》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千多年來，玄奘大師翻譯的《般若心經》版
本，目前在全世界最流行。這些都和玄奘大師
得到《心經》傳承的故事有著甚深的因緣。這
個神奇的故事出自敦煌出土的《唐梵翻對字音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這本書的序裏談到了
玄奘大師得到這部《心經》的來歷。
玄奘大師西去途中，在四川空惠寺遇到一位身
體不太好的法師，這位法師對玄奘大師西去求
法的堅定決心非常敬佩，他對大師說：「你要
去印度取經，路上的困難非常非常多。我有三
世諸佛的心要法門，要傳授給你，如果你能夠
受持這個法門，可以保證你去印度一切平安。」
玄奘大師聽了以後非常地歡喜。當天晚上，這
位生病的法師就用梵文給他口授三世諸佛的心

是觀世音菩薩。」說完就升空而去。
這是記載在書裏的一個神奇的故事。就是說我
們今天念誦的這部《般若心經》，是當時觀世
音菩薩親自傳授給玄奘大師的，所以這就是爲
什麽這版《般若心經》特別有加持力，以及傳
播特別廣泛的原因。
我們整個人生就像是一個求法的旅途，人生當
中也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是如果我們眞
的能夠通達《般若心經》，這些困難都可以消
除。因爲《般若心經》裏面說「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
只要明白了《般若心經》， 所有的痛苦都可
以消除。 《般若心經》雖然只有兩百六十個
字，但卻包含了整個佛法的精華。從這個角度
來講， 《般若心經》會對我們的人生有非常
大的加持力。如果我們一生能夠不斷地去持誦
要法門，玄奘大師非常歡喜地接受了。但是第

《般若心經》，能夠去理解、去觀修的話，可

二天，玄奘大師再去找這位法師的時候，已經

以說我們這一生的違緣和痛苦都可以遣除，未

再也找不到了。後來，玄奘大師在路上經歷了

來總是會成佛的。因爲《心經》中說了， 「依

很多很多的困難，而他遇到的所有困難都是依

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靠念誦這個「三世諸佛的心要法門」度過的。

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都是靠般若成就無

其實這個「三世諸佛的心要法門」就是梵文的

上菩提的。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根據書中的記載，他有的時候沒有吃的，就念
四十九遍《般若心經》，就會有人來送給他吃

玄奘大師的一生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今天跟大

的；他有的時候會迷路，方向可能會搞錯，他

家一起看這部片子，一幕幕情景讓我想起這些

念《般若心經》，就會有人來幫他指路。總之，

年來爲求法所作的努力，很有感觸。無論會遇

在路上他一直誦持《般若心經》，最終安全到

到多大的困難，無論要走多遠，都不能忘記初

達了印度的那爛陀寺。到了那爛陀寺以後，又

心，要記得什麽是我們要取回來的眞經。要像

發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在那爛陀寺，他又遇

玄奘大師一樣，來，就是爲了要回去。

到了這位生病的法師。這位法師看到他非常歡
喜，說：「我們以前在大唐見過一面，這次我

曾經有人有這樣的疑惑：你看《西遊記》裏面

們在這裏又重新相會。祝賀你，能夠來到那爛

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直接把經拿回來

陀寺。」然後這位法師對玄奘大師說：「我就

就完了嘛，玄奘大師也是佛菩薩，根本沒必要

求法，爲什麽還要經歷這麽多磨難去取經？我

而且如果有經書就可以成佛，每個人發一套

以前看到有個笑話，說唐僧到了西天，然後佛

《大藏經》不就完了？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祖問他：「你 U 盤帶了嗎？」 （衆大笑） 「沒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光有經書是不行的，

帶 U 盤？沒關係，你給我個郵箱地址，我發給

主要還是要靠祖師大德來弘揚。這些祖師們如

你。」 （衆大笑）這個笑話還是很有深意啊。

果沒有修行、沒有體會、沒有傳承、沒有弘揚

那我們現在不是更方便了，給佛陀發個郵件，

的話，有經書也是沒有用的。

請他給我 QQ 上傳過來就好了，或者分享個雲
盤？

所以說這些祖師的行爲，其實都是有很甚深的
含義，並不是說只是把這些經書寄過來或者用

其實玄奘大師是菩薩的化身，他這樣做都是一

U 盤拷過來就好了。大家還是要好好學習祖師

種示現，在給我們衆生作示範。因爲求法沒有

們的發心和修行，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經歷千辛萬苦，大家就會對得到的佛法不珍
惜。在整個的求法過程當中，也有很多的寓意
在裏面，告訴我們如何去克服困難。祖師們都
是在爲我們作榜樣，如果任何事情都沒有困難
的話，我們後面的傳承弟子們怎麽來學習？

唐密和禪宗，同爲釋迦佛大悲心田所流露之甘露
妙藥，同爲漢傳佛教無盡寶庫中的兩顆瑰寶，傳入中華大地
一千餘年來，各自利益了無邊的有緣衆生。本文試就唐密和禪
宗的見地、修法特點、傳承情況、對於現代社會的利益等方面
做了一定的比較和整理。
唐密 禪宗 見地 傳承

釋迦牟尼佛的一代時教，極爲豐富浩瀚。僅留存人間，可以查
詢者，就有各種版本的《大藏經》，而傳至天界、龍宮等一般
人類衆生無法現見處的，更是難以計數。這是因爲衆生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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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各異，爲了度化不同情況的有緣衆生，佛陀才權設了這麽
多的善巧方便、無量法門。
現存於地球上的佛法，大致可以分爲漢傳、藏傳、南傳三大體
系（日本的佛法可以視爲漢傳教法的分支與延伸），三大傳承
當是祖師們以契合諸佛根本之理爲根本原則，加之各自所處地
區衆生的根基，圓融外相，演變而成，因而各自都具有各自的
特色。

其中，在漢傳佛教界，禪宗無疑是極具特色的

度，而且都是經由中國傳到了日本，至今在中

一個傳承。自南北朝的蕭梁時期，達摩大師渡

日兩國，兩派教法也都有傳承，但是情況各有

海西來，單傳直指，世尊拈花之旨就在中華大

不同。

地上播下了種子。六代以後，開始大興於世。
又經過數代傳承，逐步形成「五家七宗」，禪

在《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中記載了以下這段

僧遍天下，宗門之法開始成爲漢傳佛教的主

經文，一般認爲，這就是禪宗在這個世界最初

流，其中臨濟宗和曹洞宗的教法，還東渡扶

的源頭：

桑，傳承到了日本。
「爾時如來，坐此寳座，受此蓮華，無說無
而唐密的教法，真正系統、全面、大規模地傳

言， 但拈蓮華。入大會中， 八萬四千人天大

入中國，主要是在唐朝中期，以「開元三大士」

衆， 皆止默然。於時長老摩訶迦葉， 見佛拈

爲主的善知識們翻譯了大量經典、儀軌，由此

華，示衆佛事，即今廓然，破顏微笑。佛即告

開啟了密教在中國弘傳的時期。但可惜的是，

言，是也。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

自唐武宗滅佛之後，唐密的教法就逐漸衰微，

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總持任

以至於完整系統的教法和複雜的修法儀軌在

持， 凡夫成佛， 第一義諦。今方付屬摩訶迦

中國逐漸失傳，只有一些較爲簡單的儀軌、手

葉。」[1]

印、真言等在民間及漢傳佛教其他各宗內傳承。
在印度傳承了 28 代之後，達摩大師遵照其師
父的授記，渡海來到中國，並在中國找到了優
秀的繼承人二祖慧可大師，並將禪宗的衣鉢從
南梁時期一直傳承至唐代武則天時期的六祖慧
能。再往後，衣鉢雖然不傳，但心法卻傳承了
下來。經由六祖兩位再傳弟子馬祖道一和石頭
希遷，禪宗這一法門在中國不斷擴大影響力，
從唐至宋，衍生出了「五家七宗」。
所幸，在唐武宗滅佛之前，以弘法大師空海、

禪宗鼎盛時期，中國大部分的寺院都成了禪

傳教大師最澄等爲代表的日本高僧們，不畏險

寺，僧俗二衆參禪者不計其數，可能路邊隨便

阻，捨身求法，把唐密的法脈傳承到了扶桑。

一個擺攤的都學禪。開悟者亦爲數不少，其中

經過一千兩百餘年來的不斷傳承，由唐密的火

既有販夫走卒、家庭婦女之類的普通人，也有

種衍生出來的東密、台密等教法已經在日本遍

帝王將相這樣的高貴者，士大夫們日常亦以不

地開花，成爲日本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

知禪爲恥，可見禪宗在中國的盛況。
五家中，潙仰、法眼、雲門先後衰微，而臨濟和
曹洞則一直傳承不絕，但臨濟宗的傳承遠較曹洞
宗要廣，並派生出黃龍和楊岐兩派。至民國時，

禪宗和唐密在娑婆世界的源頭，都來自於印

禪宗巨匠虛雲老和尚除了繼承臨濟和曹洞的法脈

以外，還遙繼了潙仰、法眼、雲門三家的法脈，

薩埵，然後再傳給龍樹菩薩，之後開始在人間

因而恢復了五家的傳承，並傳承至今。

弘傳。在中國，有些資料顯示早在魏晉時期，
就逐漸有唐密教法傳入，但真正大規模、系統

而禪宗傳入日本，最早據信是在中國唐朝初

地傳入，則是在唐朝中期。彼時，著名的「開

年。據《元亨釋書》的記載，日本僧人道昭曾

元三大士」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建寺譯經，

經留學唐朝，在跟隨唐朝著名高僧玄奘大師學

培養弟子，對於唐密在中國的弘揚作出了巨大

習法相宗之餘，還師從中國禪宗二祖慧可大師

的貢獻。

的再傳弟子慧滿學禪。道昭法師歸國後，在法
興寺建立了日本最早的禪院，這可能是關於禪

開元三大士後，又有中國的祖師慧朗、惠果等

宗在日本弘傳的最早記錄。

傳承唐密教法，其中又以惠果阿闍梨尤爲知
名，因爲他有一個著名的日本弟子，就是日本

到了唐朝中期的開元年間，中國僧人道璿法師

真言宗的開山祖師弘法大師空海。

應邀赴日本傳法，其中就有禪宗的教法。再往
後，傳教大師最澄在中國也得到了禪宗的傳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即公元 804 年，空海大師

承。但彼時的禪宗教法，都是作爲其他宗派的

入唐求法。他在長安青龍寺依止惠果阿闍梨，

一部分內容而呈現的，並沒有獨立成爲一個宗

據說在三個月的時間內，盡得惠果阿闍梨的法

派。而真正作爲獨立宗派的禪宗教法，一般則

脈傳承，並在惠果阿闍梨的催促下，提前結束

認爲是由日本鐮倉幕府時代的高僧榮西禪師，

留學，返回日本。回國後，空海大師開創了日

在留學南宋後傳入日本的。

本真言宗，由於天皇把京都東寺賜給空海大師
作爲道場，故其所傳承的唐密教法被稱爲東

榮西禪師所傳承的是臨濟宗的教法，而幾十年

密。

之後，日本另一位高僧道元禪師也來南宋留
學，並在天童寺得到了曹洞宗的傳承，回到日

而和空海大師同批入唐求法的，還有傳教大師

本廣泛弘揚。所以，禪宗的教法在日本並沒有

最澄。幾乎就在空海大師求法長安的同一時

單獨一個叫「禪宗」的宗派，而是以「臨濟宗」

期，在中國南方的浙江地區，最澄大師也求取

和「曹洞宗」的名稱出現。但比較可惜的是，

了部分唐密教法的傳承以及禪宗、律宗、天台

潙仰、雲門、法眼三家的教法，則因爲在中國

宗、淨土宗的教法。最澄大師回國後，結合上

衰微的比較早，就目前瞭解的資料來看，應該

述的教法，開創了日本天台宗，其所傳承的唐

未能傳承至日本。

密教法被稱爲台密。

臨濟宗和曹洞宗在日本至今仍然十分興盛，並

弘法大師和傳教大師，成爲了最早將唐密教法

遠傳至一些西方國家。比如，舉世聞名的前蘋

傳至日本的人。在他們之後， 又有常曉、 圓

果公司總裁約伯斯，就是日本曹洞宗的傳承弟

行、圓仁、惠運、圓珍和宗叡等日本高僧相繼

子，據說他經常禪修，蘋果公司的很多創意，

赴唐求取密法，他們和空海、最澄兩位大師一

也來自於約伯斯對於禪宗教法的理解。

起，被後人尊爲「入唐八家」，是唐密教法在
日本得以弘傳的重要奠基人。

而唐密的教法，一般認爲是大日如來傳給金剛

唐密教法在中國，主要是在上層社會流行，一

又， 「寺非應留者，立期今所在毀撤，仍遣

般接受灌頂、學習密法的，多爲皇親國戚、王

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

公大臣，而在民間傳授得並不多，民間學習密

廨驛舍，銅像、鍾磐以鑄錢。」[3]

法的人也比較少。這可能是因爲唐密的修法對
外部條件如道場、佛像、法器、供具等要求非

在這次的法難中，由於寺院、佛像、經書、法器

常高，一般民衆根本無力籌備，所以也無法起

等大量被毀，使得很多需要依靠經典等外在條件

修。而且，唐密的正式修法也主要是在座上完

而傳承教法的宗派受到重創，其中尤以唐密教法

成，下座後和日常生活結合的地方談得比較

爲最。因爲其修法、傳法時，對外在條件要求最

少，所以也適於上流社會那些衣食無憂、生活

多最高，佛像、經書、法器等被毀，使得唐密的

悠閑的貴族修行，普通百姓要忙於生計，也無

修法和傳法幾乎變成了不可能，故唐密經此一劫

暇修行這樣的教法。

後，在中國幾乎是一蹶不振，系統、完整的教法
和修法儀軌逐漸隱沒，最後幾近絕跡。民國時，

唐會昌五年，公元 845 年，武宗皇帝李炎下達

雖然很多有識之士作了大量努力，欲使唐密重興

了一系列打擊佛教的詔令，包括拆毀寺院、勒

於中國，但在各種因緣之下，可以說尚未成功，

令僧尼還俗、沒收寺院田產、銷毀佛像法器經

需要更多人的加入和努力。

書等，此舉對佛法在中國的弘揚造成了嚴重的
破壞，佛教界稱爲「會昌法難」。

而在日本，唐密的弘傳則和中國恰恰相反。隨
著「入唐八家」的學成歸國，日本成了唐密教

史書記載，當時「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

法全新的沃土，很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的內容，

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祅

在日本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傳承，使得唐密

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

教法在日本至今興盛不衰。

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2]

佛教各派，對於心佛關係都有自己的見地，禪
宗爲諸佛之心印，對此當然是極爲重視的。禪
宗提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對於心和佛
佛法修行，尤重見地，故《法華經•方便品》

到底是什麽關係，禪宗的見地爲何，我們首先

中云：「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

來幾段祖師的開示。

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
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

達摩大師的《血脈論》中云：「前佛後佛，只

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

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

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

外無心。」[5]

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4]
五祖弘忍大師的《最上乘論》中云：「夫修道之
對於我們所處的世界，佛法有很多的看法和解

本體，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

釋，這其中，對於修行人來說，最重要的莫過

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6]

於要瞭解佛法對於每個人的心的看法。因爲一
切的苦樂，最終都需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而

《六祖壇經》開篇即云：「菩提自性，本來清

一切的煩惱痛苦，最初也是來源於自己的心，

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7]

心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實在是我們最需要瞭解
的。而佛法，恰恰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給出

六祖大師的再傳弟子馬祖道一禪師，在回答弟

了最正確和究竟的回答。

子大梅法常禪師「如何是佛」的問題時，直接
說：「即心是佛。」[8] 而在另外的場合對弟子

們開示時，馬祖也說：「汝今各信心是佛，此

「如實知自心」描述得還更加精準一些。

[9]

心即是佛心。」

其他還有很多祖師的語錄，在此就不一一列舉
了。

前面探討了在「心佛關係」的問題上，禪宗和
唐密是高度一致的。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很

也就是說，在心佛關係上，禪宗認爲衆生心的

多一乘了義的宗派，看法都如出一轍。比如，

本性就是佛，並不是離開自己的心，還另外有

在華嚴宗的根本經典《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

一個佛存在。正因爲一切衆生心的本性就是

說偈品》中，如來林菩薩就說過：「心佛及衆

佛，所以禪宗所倡導的「頓悟」才成爲可能，

生，是三無差別。」[12] 而天台宗的重要祖師

修行不必外觀諸法，成佛也不必遠求西天，只

蕅益大師在《靈峯宗論•法華妙旨》中也直接

要好好去觀察和體悟自己的心，就是最便捷的

說道：「佛知見，現前一念心之實性是也。」[13]

方式了。
心佛關係是個重要的問題，因爲它不僅僅是個
而唐密關於自心和成佛關係的見地，則可以通

見地，還暗含著重要的修行方法。既然心的本

過唐密的根本經典《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

性就是佛，那如果明白了心的本性，自然也就

經》中佛陀對金剛手菩薩的一段開示中去瞭解。

明白了什麽是佛，就真正獲得了「佛之知見」，
也是真正修行的起點，這對於每個修行人來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一中云：「佛

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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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禪宗的修行方法，早期比較崇尚直指，六祖以
後方法日漸豐富，其中參話頭是比較著名的方

「所以者何？性同虛空， 即同於心；性同於

法。但是，無論禪宗的哪種方法，其實都是直

心，即同菩提。如是，祕密主，心、虛空界、

接針對自心下手的，通過各種方法來觀察、體

菩提，三種無二。」[11]

悟自己的心，進而明白自心的本性，也就是明
白了什麽是真正的佛。

從經文中可以看出，心就是菩提，如實知自
心，就是知菩提，也就是說，心的真實狀態，

如禪宗二祖慧可大師，出家良久，精通教典，

就是佛。一般衆生每日並沒有生活在自心的真

卻始終沒有明白自心的本質，進而常感內心不

實狀態中，也不瞭解自心的真實狀態，就是沒

安。後來遇見達摩大師，二人進行了叢林中流

有做到「如實知自心」，所以才會輪回六道，

傳千古的經典對話：

不得覺悟。而若能如實地知道自己的心，就是
能瞭解心的本性、心的真實狀態，那就可以成

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

佛，可以覺悟。

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安心竟。」[14]

由此來看，兩宗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其實是很
一致的，都認爲自心的本質就是佛，甚至唐密

在這段對話中，達摩大師順著慧可大師的話來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中云：「善男子，三界
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
觀者，究竟沉淪。」[16]
《大佛頂首楞嚴經》中云：「佛告阿難：如汝所
說，真所愛樂，因於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
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
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咎。
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17]
《大毘盧遮那神變加持經》中云：「欲識知菩
提，當如是識知自心。」[18]
禪宗有一個特點給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簡捷，
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這幾句處處透著簡單明快的意味。那
是因爲，禪宗的見地是衆生心本來就是佛，不
需要做任何增減，只要覺悟到這一點就可以。
而禪宗所用的觀心方法，也是非常簡單，不需
要任何外在的輔助，對於修行的環境、經典、
說，引導他去觀察自己的心，使得慧可大師終
於開悟。
民國時的禪宗巨匠虛雲老和尚，對於參話頭有
如下的開示：
「話從心起，心是話之頭；念從心起，心是念
之頭；萬法皆從心生，心是萬法之頭。其實話
頭，即是念頭，念之前頭就是心。直言之，一
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由此你我知道，看話頭
就是觀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
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觀心。」[15]
觀心而得開悟成佛的思路，並非禪宗祖師獨
創，而是釋尊早在各種顯密經典中有明確開
示，如：

法器也沒有任何的要求，只要修行者是個心智
正常的人就可以了。具體觀心時，只要修行者
神志清晰，沒有睡著或昏迷，那在任何時間和
地點下都可以去觀心。所以，用「簡單直接」
來形容禪宗的修行特點，是比較合適的。
比較於禪宗來說，唐密修法給人的感覺則截然
不同了。如果說禪宗的修法是「簡捷明快」，
那唐密則可以用「雍容華貴」來形容了。
禪宗之所以簡捷，是因爲它的主要修法就是觀
心， 用各種方式， 直接去看自己的心。而唐
密，修法的重要原則是「三密相應」，即修行
人通過手結印、口誦呪、意觀想，來把自己凡
庸的身口意與諸佛清淨的身口意相應，如此則
可得諸佛之大加持，即身成佛。僅此一項，就
比禪宗來得複雜多了。

在比較正式的唐密修法中，除了手結印、口誦

除了上述這些很複雜和豐富的外在要求以外，

呪、意觀想之外，修法者身穿的法衣、修法的

唐密修法的儀軌也非常複雜，包含各種手印、

道場、所用的法器、所用的供具，都有非常嚴

呪語、觀想的要求，僅僅一個本尊法儀軌裏的

格和細緻的講究。即使一般修法時用最簡單的

手印和呪語可能就有幾十種之多，一般人要記

「一面器」，也包含閼伽、塗香、華鬘各二個

住都要花上很多功夫，遑論要做到精熟，那更

（合稱六器），火舍一個，飲食器、瓶、燈臺

是要很努力才行。而同爲本尊法，一般藏密的

各二個，總計十三件用具，若修本尊法，修法

生起次第修法，也就一個或幾個呪語，一個或

者面前往往還需要有專門的木架，用於懸掛繪

幾個手印，很多藏密的本尊法甚至沒有手印的

有本尊像的卷軸。而修護摩（即火供）時，則

要求，其觀想的內容也遠較唐密的儀軌簡單，

需要專門設置護摩壇，所需的物品就更多，還

可見在修法儀軌的方面，唐密可能是整個佛法

要準備專門的食物、香油、護摩木等，修法時

裏最複雜的宗派了。

會有較大的火焰，場面壯觀。
所以，禪宗和唐密雖然在「心佛關係」的見地
如在《佛說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中，

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體修法上，則迥然不

釋尊對於修准提法時場所和供具等作了如下的

同，禪宗簡單而唐密複雜，禪宗樸素而唐密華

介紹：

美，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復次，我今說此陀羅尼功德所作之事。若於
佛像前、或於塔前，若清淨處，以瞿摩夷塗
地，而作四肘方曼茶羅；復以花香旛蓋飲食燈
明燭火，隨力所辦依法供養；若欲求願，先須

當今時代，科技發達，物質豐裕，人的煩惱卻

念誦，加持香水散於八方上下結界，既結界

愈加深重，人類社會從未像今天這樣需要佛法

已，於曼茶羅四角及其中央，皆各置一香水之

的説明，但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對佛法有諸多的

瓶，行者於西面向東方，胡跪念誦一千八十

誤會和質疑，這實在令人可惜，卻也需要佛教

遍，其香水瓶即便自轉，隨意東西任以高下。

界內部好好思考，如何在當今這個時代去弘揚

或以淨瓦鉢燒香熏之，內外塗香，盛滿香水並

佛法，利益衆生。

好香花置曼茶羅中，依前瓶法而作念誦，其鉢
則轉與瓶無異。」[19]

筆者自己觀察，覺得禪宗和唐密各自的修法特
點，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現代人的需求，

以上只是一個人日常修法時的一些情況，若是

這也許是在當今時代弘法利生的切入點之一。

唐密的修行者聚集在一起開大法會共修時，其
潔淨肅穆的道場、華麗整齊的法衣、精美莊嚴

如前所述，禪宗修法的主要特點是簡單直接，

的供具、悠揚深遠的呪聲，無不令觀者感到動

這恰恰可以符合現代人喜歡簡單，不喜歡複雜

容甚至震撼，其視覺和聽覺效果不啻是一場雍

的心理特點。

容華貴的音樂會。而相比之下，禪宗修行者一
個人坐在一個蒲團上，在甚至連一根香也不點

現代社會的溝通非常便捷，資訊非常發達，諮

的房間裏沉默靜坐，整個氛圍似乎無趣得多了。

詢交流也非常通暢，這樣看似提高了現代人的

家的女弟子。
「成都府范縣君（縣君，古代婦女之封號），
圓悟克勤禪師之在家得法弟子，生平不詳。范
縣君很早就寡居，一心向佛，堅持習禪，常坐
不臥。
後聞圓悟克勤禪師住持成都昭覺寺，於是便前
往禮拜，請求圓悟禪師爲她開示入道因緣。圓
悟禪師於是教她看『不是心， 不是佛， 不是
物，是個甚麽？』
學習效率，卻也造成了現代人越來越浮躁的心

范縣君於是依教參究，可是久無所契，心裏非

理特徵。很多人不再習慣看紙質書，很多人即

常著急。

使是看手機上的訊息，也是一掃而過，對於篇
幅較長的內容沒有耐心。更有甚者，越來越多

一日，范縣君又來到昭覺寺，哭著央告圓悟禪

的人不喜歡看文字資訊，而更喜歡圖片、視

師道：『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

頻、音訊，因爲這樣接受資訊更簡單，更省
力，文章還要一個個字去看，顯得很麻煩。

圓悟禪師道：『卻有個方便。』於是便教她只
看『是個甚麽？』

對於這樣的情況，筆者覺得禪宗的修法就在某
種程度上就恰好對機。即，現代人可以通過禪

范縣君回家後，依教奉行，在日常起居處、舉

宗的靜坐法來平復情緒，減少內心的波動，盡

手投足處，專看『是個甚麽？』這樣堅持了一

可能使自己趨向平靜，這只需要一個坐墊和一

段時間，終於有一天，豁然有省。她驚喜地說

小塊安靜的平地即可，不需要很多複雜的東西

道：『元（原）來恁麽地近那！』

和流程。
范縣君的悟道經驗，很值得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再進一步，如果對於內心真相有一定探求欲的

借鑒。在日常生活中，看『是個甚麽？』這實

人，則可以根據他們的善根因緣，給予一些觀

際上就是六祖所說的『學道常於自性觀』。因

心的方法，使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瞥見

爲，我們的一舉一動，起心動念，都是自性的

心性的光芒。因爲禪宗的觀心法，不拘場地，

妙用。如果我們在自己的一舉一動、起心動念

不拘形式，隨處可修，這對於繁忙而焦躁的現

的當下，回光返照，問一聲『是個甚麽？』，

代人，確實是一個好方法。而這，也有古來的

此時，我們就已經與自性打照面了，更不需要

成功案例。

向外求玄求妙了。」[20]

據《480 位禪宗大德悟道因緣》記載，在北宋

可能有些朋友會認爲，既然禪宗的修法比較適

時期，著名大禪師圓悟克勤，就有這樣一位在

合繁忙焦躁的現代人，而儀軌複雜、手印呪語

很多的唐密教法，似乎就不太適合現代人了。

道，這也是唐密教法的一大特點。而相比之

但是，筆者倒是認爲，唐密教法在當今時代，

下，禪宗因爲專注於心性的領悟，所以對於這

也還是有很大的利益。

些世間問題的解決，倒不是特別在意，也就無
法在這方面爲有需求的衆生解決問題。

首先，唐密教法及其延伸的文化，是從中國傳
至日本的，可以說本就是中國古代優秀文化的

綜上所述，禪宗的「簡」和唐密的「美」，恰

一部分，對於現代的中國人來說，繼承並復興

恰是能夠對應現代人的心理需求，所以，兩家

本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是具有責任感和使命

的教法在當今這個時代，都是大有用武之地

感的事情，國家也一直在號召民衆要繼承並發

的。

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就使唐密教法在當今
中國的重興，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基礎。
其次，唐密修法中潔淨肅穆的道場、華麗整齊

前文從傳承情況、見地、修法特點、對於當代社

的法衣、精美莊嚴的供具，悠揚婉轉的唱誦，

會的利益等四個方面，在禪宗和唐密這兩大宗派

無一不是現代人喜歡的感覺和氛圍，這和一般

之間進行了一些比較，並對此作了一定的思考，

漢傳佛教給人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祈願這兩大極具特色的教派在當今時代能得到
廣泛地弘揚，尤其是唐密的教法能在中國得到復

有資料顯示，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更

興，再現盛唐時期的輝煌，以此利益無邊有情！

喜歡去教堂，而不是去寺院。很重要的一個原
因，就是因爲很多年輕人覺得寺院裏的煙霧繚
繞，到處都是錫箔灰、香灰、蠟燭油，感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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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0 日
法國斯特拉斯堡佛教禪宗中心
靈元禪師

智廣阿闍梨

《一乘》雜誌副總編 夏衛娟

Olivier Wang-Genh（奧里維耶－

Ryumon ji）， 是 歐 洲 有 名 的 禪 宗 寺 院。 自

靈元－王•艮）， 是法國莫斯海姆當地人，

2007 年至 2012 年，靈元禪師擔任法國佛教協

有著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爺爺是中國廣東

會主席，並從 2015 年連任至今。法國佛教協

人）。1973 年師從日本曹洞宗大師默堂泰仙

會成立目的是建立佛教界之間的聯繫，促進宗

（Deshimaru Taisen），1977 年 剃 度。 禪 師

教間的對話。在法國有一百萬佛教徒，其中四

在韋泰爾斯維萊（Weiterswiller）建立了可

分之三來自亞洲，而法國佛教協會則囊括了法

提供 700 名道友日常修行的古山龍門寺（Kosan

國百分之八十的佛教徒。

2017 年 11 月 9 日—10 日，智廣阿闍梨應法國

早上好，非常高興與智廣阿闍梨見

佛教協會主席 Olivier Wang-Genh
（奧里維耶－

面。我認爲對西方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超越

靈元－王•艮）的邀請參觀了古山龍門寺和克

文化方面的層面而進入到佛法的根本意義之

裏滕諾的斯特拉斯堡佛教禪宗中心，並與靈元

中。因爲我們知道佛法在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受

禪師進行了深度的會談和交流。兩位來自不同

到不同國家傳統及文化的很大影響。我認爲在

國度卻都是日本僧籍，而且有著共同佛法傳承

西方，例如在歐洲，釋迦牟尼佛的甚深教義是

（禪宗曹洞宗）的高僧，進行了一場精妙絕倫

非常珍貴和強大的，這已經足夠了，佛法的文

的智慧碰撞。

化方面並不是那麽重要。
非常高興能夠和靈元禪師一起探
討這個有意義的話題。
就像剛才禪師提到的，佛法的根本就在於讓衆
生覺悟和解脫。我覺得最好是能夠把佛法的核

兩位大師好，當今時代科技發達，通

心揭示出來，分享給大家。每個人都需要內心

訊、交通都非常便利，這樣的環境也大大促進

的解脫，所以佛法從本質上來說適合所有人，

了各大宗教以及佛教各個宗派之間的交流。所

也是所有人都需要的。

以我想請兩位大師談談在當今這樣一個地球村
的環境下，我們如何更好地弘揚佛法、振興佛

還有一點，從佛法角度來講，有一個很重要的

教？

原則：我們在弘揚佛法的時候，第一個要符合

佛陀的精神，就是「上契諸佛之理」；第二個

真正體驗到佛法，用佛法來解決問題，這樣佛

要「下契衆生之機」，就是以適合衆生的方法

法才能夠傳播得更加廣泛。因爲現在的人一般

來傳播佛法，以衆生喜歡的形式來傳授佛法。

都會比較注重現實和效果，如果對他來說沒有

像禪師能夠在歐洲傳播禪宗這樣的佛法，我覺

什麽體驗或沒有什麽效果的話，他可能就不一

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稀有難得。我相信

定會有興趣學下去。所以，主要是以他們喜歡

禪師應該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的方式，以能夠解決工作、生活以及心理問題
的方式去傳播佛法，這樣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非常感謝智廣阿闍梨的鼓勵！我個
人認爲最重要的是要傳授殊勝的修行方法。

我們昨天在歐盟理事會作了一個很簡單的禪修
講座。在這個講座中，我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了

在我們曹洞宗這個傳承裏面最重要的修法之一

禪修對自己的一些利益，並列舉了很多現代科

就是坐禪，即「只管打坐」。這種靜默打坐禪

學的證據。我相信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因爲

修是我們這個傳承的核心，也許也是整個佛法

這些都是有現代科學證據的。

的核心，因爲所有的佛法從根本上都是來自於
內心的寂靜。

我們還進行了非常短暫的禪修體驗，讓大家在
現場就可以體驗到內心的寧靜、覺知，包括慈

我們要把坐禪這種殊勝的修法傳授給更多的

悲。這樣大家就會有一些比較深刻的感受，我

人，當然也不僅僅是坐禪，還有止觀、內觀等

看到大部分的人都很開心。所以我覺得，以這

各種各樣的禪修方法。因爲法國是個很古老的

種方式讓大家來接觸佛法或者是禪修，應該是

國家，文化也很悠久，佛教對於法國人來說還

一種比較好的嘗試。

是一個很新鮮的事物，但是我們法國人有能力
把佛教這個非常古老的傳統轉變爲對我們有用

這個也是我個人的體驗。我不知道

的一種方法。然而，我們要非常慎重，避免墮

在東方是什麽情況，但是可能應該也差不多，

入誤區。對於我們所傳授的修法，我們必須要

我們在西方遇到的主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大部分

非常嚴謹。我們要通過坐禪達到內心深處的覺

人其實不知道，或者不是真正懂得應該如何正

醒，然後我們才能夠把「本我」展現給其他衆

確運用思考的能力，從而脫離了我們所說的

生。我們首先要自己獲得覺悟，然後我們才能

「本心」。他們只關注自己心理活動，養成了

用自己的覺悟之光去照亮別人，去幫助和度化

一種妄加分別的思維方式，而且他們相信這是

其他的衆生。

思考、觀察和感知這個世界的唯一方式。

剛才禪師講得非常好，我個人的

這就是我們現代人類最大的問題。我們脫離了

經驗也是這樣的。我在東方爲主的很多國家傳

「真心」，脫離了對事物的直接體驗，或者說

播佛法的時候，看到佛法給人帶來真正的覺悟

脫離了萬物一體、無二元對立的真相，脫離了

和離苦得樂的效果。從以往的經驗來講，在具

究竟的實相和無分別的「本心」。因此我們要

體弘揚佛法的方式上，我們可能要以衆生喜歡

學會如何「用心」：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正

的、有實用性的方式去傳播佛法，讓衆生能夠

常地運用心理思維；然而，當我們不需要去思

維、分別、比較的時候，我們要學會直接去覺

能夠對整個世界的和平以及佛法的興盛作出最

知。當人們能夠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去覺知事物

好的貢獻？

的時候，他們會很快領悟到念頭不是覺知，然
後他們就能夠放下念頭，去觀察和覺知其他的

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

感受。這是一種非常寶貴的體驗，當人們生起

大，也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爲不同宗教之間的

這種體驗的時候，你會看到他們臉上露出開心

關係對於當今的世界和平是非常關鍵的。

的微笑，所以我完全同意智廣阿闍梨的看法。
我們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宗教之間會發生各種
非常榮幸早上禪師和我們一起打

矛盾和摩擦，例如在緬甸和其他國家都發生過

坐、修行，讓道友們有非常好的體驗。我看到

這樣的情況。其實這不僅僅是基督教徒和伊斯

這裏有很多歐洲的道友，他們打坐都做得非常

蘭教教徒的問題，也是佛教徒所面臨的問題，

好，非常地投入。請問禪師，您是怎麽做到讓

佛教內部各個宗派之間的關係也存在一些問題

這些歐洲人對禪修這麽有興趣、這麽投入的？

和困難。不過在法國和歐洲，情況還是比較特
別的，尤其在像法國這樣的國家裏面，不同佛

我的老師總是用釣魚來作爲比喻。

教宗派之間還是能做到和諧共處。

我們這些傳授佛法的老師就像是釣魚的人，我
們首先要耐心等待，但當有魚兒來咬鉤的時

比如在斯特拉斯堡，距離我們這裏幾百米的範

候，我們也要善於把握時機。如果操之過急、

圍內就有一座越南佛塔，一座老撾南傳佛教的

用力過猛，就會線斷魚跑；如果動作太慢，魚

佛塔，兩所藏傳佛教的學校，還有一個禪宗的

兒也會溜掉。所以，我們作爲法師對待弟子也

佛教中心。爲了增進相互瞭解，我們會定期一

需要非常善巧才行。當然，我們這個「釣魚」

起組織活動，不是單獨舉辦某一個宗派，比如

不是爲了要「喫魚」，我們「釣魚」是爲了要

藏傳佛教或禪宗等的活動，而是舉辦所有宗派

他們獲得解脫。

都共同參與的活動。我們會一起舉辦法會或舉
行其他佛教儀式，我們一起禪修。我們在一起
組織這些具體活動的過程中不斷地溝通交流，
這是一種增進瞭解、相互學習的好方法。

在地球村的概念下，各個宗派、各大

對於其他宗教來說也是一樣的，語言上的溝通

宗教也都在發展。請兩位大師談一下，在這樣

雖然也會有一點作用，但還不是最重要的，我

的情況下，應該如何與其他的宗教或佛教其他

認爲最重要的還是大家要一起做事情，然後在

宗派更好地相處？比如兩位大師都是在世界各

這個過程中彼此交流、分享經驗。通過這種經

地弘揚佛法，靈元禪師您是把曹洞宗的佛法弘

驗的分享，哪怕只是某種世間知識的分享，我

揚到西方來，那麽必定會和西方的其他宗教，

們也可以從中觀察到別人是怎麽做事情的，以

比如說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會有一些接觸，

及他們對於某件事情做法的不同看法。我認爲

包括跟佛教的其他宗派也會有一些交流。那與

這個過程是非常寶貴的。

這些宗教、宗派應該如何更好地交融團結，才

太棒了！禪師的經驗非常值得我

這是我的夢想。

們學習和推廣。
我們過去也舉辦了一些研討會，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一些體會。我們多年來也是

邀請各個傳承的高僧大德來互相地交流，增進

一直致力於在佛教的各個傳承之間互相溝通、

互相的瞭解。以後如果我們有類似的活動，也

互相學習、互相交流。我覺得佛教各個傳承之

邀請靈元禪師能夠一起來加入，一起來做這樣

間乃至於佛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互相瞭解和尊

的事情。

重是非常重要的。
我會非常榮幸能來參加。
我認爲很多的矛盾或者是不團結，主要來自於
互相有很多不瞭解之處，還有個人的偏見。這
種不瞭解和偏見，我覺得唯有通過善意的溝
通、交流和互相學習才能夠消除。
佛教的智慧，來自於二千五百年前釋
佛教各個宗派之間，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瞭解。

迦牟尼佛的教法。現代弘揚要結合當時當地衆

第一，這個宗派的教法是如何清淨傳承下來

生的根基，要適應他們。在這方面，也請兩位

的？因爲所有佛陀傳承下來的教法，肯定都是

大師分享一下我們如何將這種古老的智慧、禪

利於衆生的。第二，就是在任何的佛教宗派裏

修來適用於當時當地的這些衆生？

面去發現它的價值，發現它對佛法、對衆生的
利益和價值，這樣我們就會對其他宗派產生尊

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

重之心，同時也產生一種學習之心。如果能夠
經常去發現其他宗派的這種價值，其他宗派的

我認爲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對這些古老的

特殊功德，各宗派之間就能夠互相尊重和學

傳統，比如說禪宗，作任何的修改之前，我們

習，佛教的所有宗派就一定可以和諧和團結。

要認真深入地去研究和瞭解我們自身的實際情
況以及我們所傳授教法的深刻內涵。

昨天智廣阿闍梨贈給我們的《妙
法蓮華經》裏面就講到，雖然佛法有不同的

之前您提到過穿袈裟的問題，如果我們不瞭解

「乘」，包括上座部的小乘，還有大乘、金剛

穿袈裟背後的含義，也許我們會覺得沒有必要

乘，但是到最後其實都可以歸結爲一佛乘，即

穿袈裟，我們會覺得穿牛仔褲、襯衫或 T 恤也

佛法本身。這是《妙法蓮華經》的核心教義。

一樣可以坐禪啊，爲什麽要穿袈裟呢？但是如

也許下一步我們可以把其他的宗教也看成是不

果我們瞭解並且體會到它背後很深刻的含義，

同的「乘」，但最終全人類的心都是同一個心。

那我們就可以把穿袈裟坐禪這種傳統傳承下

這種思維方式對於二十一世紀來說也許是一個

來。也許有人會認爲我們現在不需要這些傳統

好消息。

的東西，只要去用那些實用的、有效的東西就
好了。我們確實需要實用的東西，但我覺得這
是的是的，禪師說得太棒了。

種看法不是很正確。我們應該先深入研究，然

後再決定某些東西是否可以修改，比如一些純

佛或者法脈最初的源頭，只有這樣，法脈傳承

粹是文化方面的東西，這個是可以改的；但有

的血液才能循環不息，佛法的心臟才能夠健康

一些是我們要保留和傳承下去的。這是一種比

跳動，這就是法脈傳承的重要性。如果法脈的

較好的取捨方式。

傳承中斷，佛法的心臟也就「心肌梗塞」了。

對， 我非常贊同靈元禪師的觀

根據我過去的修學經驗，無論是

點。這和我剛才講到的「上契諸佛之理，下契

在上座部、大乘佛教，還是金剛乘佛教，包括

衆生之機」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漢傳佛教裏的禪宗、天台宗，都是非常注重傳
承的。從佛陀一代代傳下來，一直傳到我們的

就是首先我們要保持傳統裏面的精髓，所有傳

上師，再傳到我們身上，都是有非常明確的傳

統裏面的精華、原則，這是絕對不能夠改變或

承，這也是佛教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者拋棄的。在保存傳統和精髓的前提下，才談
得上如何來適應衆生的根器，適合當時當地的

傳承的重要性，可以從下面幾點來論述。

一些情況，我的觀點是這樣的。
爲什麽要有一個傳承呢？
完全認可。
第一， 「傳承」就是代表佛法來源是非常清
淨的，不是任何一個人自己亂講的。教法的來
源是非常清淨、沒有污染的，不是自己亂發明
我是否可以引申地請兩位大師再闡述

的，而是來自於佛陀。

一下對祖師的尊重、對自己老師的尊重、對傳
承的尊重，這是不是兩位大師所說的在佛教的

這也是我們鑒別佛教中正法跟非正法的一個很

弘揚和傳承中最爲重要和精髓的東西？

重要的標準。現在這個時代有很多人在亂講佛
法，都是他自己發明的，這其實對衆生不一定

在禪宗裏面，法脈的傳承是非常核

有真正的利益。

心和重要的。我們把傳法比喻爲血液傳輸。在
以往，禪宗裏面記錄師徒傳承關係的文件（血

第二， 「傳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

脈傳承圖）都是用師徒的鮮血混合在一起來書

是它提供給了我們一個信心的基礎，以及一個

寫的。當然，因爲考慮到混合血液會存在一些

我們得到激勵的傳承案例。因爲一代代的祖師

風險，現在已經不再這麽做了，但是在古代的

都是修行成功的人，他們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

確是這樣做的。因此法脈的傳承是很重要的。

信心和激勵，每個人在這個傳承當中都可以得
到三寶的加持，以及可以像祖師一樣能夠修行

師父和弟子之間的這種法脈傳承關係實際上是

成就。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心的基礎。

爲了延續釋迦牟尼佛的加持和維持佛法傳承的
「血液流通」，從而使佛法傳承具有生命力。

第三， 「傳承」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佛法傳承的血脈最終必須要回溯到釋迦牟尼

感恩的優良傳統。因爲沒有佛陀就沒有這些傳

承祖師，沒有這些傳承祖師就沒有我們，在這

對於這種「方便的智慧」如何體現在與當時當

些傳承當中我們會懂得感恩，感恩佛陀，感恩

地的文化相結合這方面，請兩位大師分享一些

三寶，感恩所有的傳承祖師。因爲他們的這種

經驗和看法，當然這可能也是一個非常學術性

慈悲，佛法才能夠傳承下來。所以我覺得這也

的問題，有待於我們將來更多地去交流，今天

是一個慈悲的、感恩的傳統。

請兩位大師初步地談一談吧。

最後，我覺得「傳承」也是佛陀證悟的這種力

我簡單地談一談。我覺得我們剛才

量的一種傳遞，或者是一種加持力的傳遞。在

談到的這個方便和智慧，其實在禪宗裏面就是

禪宗裏面講「以心印心」，其實這就是證悟的

「當下」
，如果我們能在當下這一刻保持覺知，

一種傳遞。在金剛乘裏面講到「加持的力量」，

我們就知道應該如何正確地和別人溝通，如何

傳承就會有加持的力量。

以正確的心態來面對事情。這不是通過思維而
產生的，而是一種直接的體驗。如果我們用真

比如每個電燈泡它一定有一個電線連到發電廠，

心和智慧和別人溝通，我們就能觸動他們的心

那麽佛陀、傳承祖師就像這個發電廠、電線一

靈。

樣，我們就像電燈泡一樣，如果有這個傳承，我
們就可以得到佛陀、傳承祖師們證悟的這種力量

太棒了！

的傳遞和加持；如果沒有這個傳承，就好比我們
只有一個電燈泡，沒有電線，也沒有連到發電
廠，這個電燈泡其實是不會起作用的。

非常棒！我覺得禪師的回答已經
很完美了。有了這個原則就知道什麽是方便
了。

所以，如果沒有傳承的話，自學佛法幾乎是很
難成功的。這就是我對「傳承」一個粗淺的理
解。
今天在座的也有一些修行人、道友，
謝謝，深有同感！

我們很想在這樣難得的機會裏得到兩位大師給
到我們一些禪修方面的指導。
情緒是每個人可能都會面對的，在生活中會面
對情緒的問題，工作中也會面對情緒的問題，

今天談到的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上

包括在禪修的時候可能都要面對情緒的問題。

契諸佛之理，下契衆生之機」。在佛教裏面，

請兩位大師談一下情緒對於我們來說它意味著

智慧也分爲「究竟的智慧」和「方便的智慧」。

什麽？我們如何來面對情緒，處理情緒的問

剛才兩位大師也都談到在堅持傳統、傳承以及

題？

一些「究竟的智慧」，這個基礎之上，有些方
面是可以根據當時當地的衆生有所改變的，比

我的回答也是比較簡短的。永遠不

如說文化，兩位都是在世界各地來弘揚佛法，

要忘記我們是有情衆生，我們的情緒其實是一

種寶藏。如果我們沒有任何情緒的話，那我們

禪宗裏面也有一句話我覺得跟這個意思比較相

就是怪物了。但是我們要瞭解，情緒就像我們

同，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頭情緒

的念頭一樣，它會生起、停留，然後消失。比

產生，這個不用害怕，最怕的是你沒有覺知

如快樂的情緒，甚至憤怒的情緒也是這樣，這

到，你完全跟隨這個念頭，被念頭帶走了，這

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健康的。我們生氣其實也

時候就會產生一些困擾和煩惱，如果我們有足

沒問題，其實生氣的感受真正持續的時間也就

夠的覺知，那就沒有問題。

十秒、三十秒，我們完全不必再火上澆油。然
完全沒問題，完全正確。這就是坐

而大部分人正是這樣做的，他們產生了憤怒的
情緒，就像是點著了一堆火，然後他們還往火

禪的體驗。

裏添木柴，於是這個火就越來越大。他們可能
會憤怒一天、兩天、一周，有些人會在一年甚

在坐禪的時候，如果有一些比較深層的情緒生

至很多年都處在這種憤怒的情緒之中，這才是

起，我們只要去觀察它，然後放下就好了，不

不健康的。

要被它帶走而陷入情緒當中。當然這並不是要
我們變得像植物一樣冷漠，而是讓我們真正成

有情緒是可以的，當情緒生起時，觀察它，然

爲一個能夠從容面對所有事情而不被困擾的

後放下它，看著它消失。通過這樣的方式，我

人。這就是坐禪的精華所在。

想我們就可以表達我們的生命能力。這也許是
我們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學會去做的。

非常感謝兩位大師。期待以後我們還
能夠在斯特拉斯堡這麽美麗的地方，或者是說

非常棒！靈元禪師講到一個很重
要的觀點，就是我們不要把情緒當成是一個敵

在日本，在世界各地，我們還能夠再相聚，再
進行深入的交流和會談，謝謝。

人。很多人都希望能夠把所有的情緒都去掉，
這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前龍樹菩薩曾經有

非常感謝！最後我還想再說一句，

一句話就講到如何對待情緒和妄念的問題，那

我真的很高興能夠見到智廣阿闍梨，我感覺遇

就是「妄心若起，知而勿隨」。情緒或者念頭

到了一個佛法上的兄弟，又像是遇到了一位老

的產生都是自然的，這都是每個生命的一種本

朋友。非常感謝您！非常感謝在座的每一位，

能，一定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但是我們的問

謝謝大家！

題在哪里呢？我們被這個情緒或者念頭帶走
也許某一世我們真的是兄弟，所

了，這就是剛才禪師講到的，你給它添上了木
柴，那麽它就會變得越來越強大了。如果我們

以我們才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看到情緒或者念頭生起，我們「知而勿隨」，
能夠覺知且不要被它帶走，那麽其實情緒或者

也特別有回到家裏的感覺，不管是昨

念頭，就會像禪師講到的，它生起，它就會消

天去的古山龍門寺還是這裏，都覺得很親切，

融，我們只需要覺知它，看著它生起、消融，

都非常地開心，非常地高興，謝謝兩位大師，

那它就不會對我們有什麽很大的危害，所以龍

謝謝大家！

樹菩薩所講的「妄心若起，知而勿隨」，我覺
得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面對和處理情緒的方法。

Date: November 10, 2017
Location: Strasbourg Zen Buddhist Centre, France
Participants: Zen Master Olivier Reigen Wang-Genh and Acharya Zhiguang
Moderator: Ms. Xia Weijuan,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Ekayana Magazine

About Zen Master Olivier Reigen Wang-Genh
Zen Master Olivier Reigen Wang-Genh is a native of Mosheim, France, with a
quarter of Chinese descent (his grandfather was from Guangdong, China). He
started to study in 1973 under the guidance of Deshimaru Taisen, a master from the
Japanese Soto school, and was ordained in 1977. He established in Weiterswiller the
Kosan Ryumon-ji Temple, which is one of the famous Zen temples of Europe that
can accommodate seven hundred people for daily practices. From 2007 to 2012,
Master Reigen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Buddhist Union of France and has been reelected since 2015. The purpose of the Buddhist Union of France is to establish links
between the Buddhist world and promot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ere are one
million Buddhists in France, three-quarters of whom are from Asia, and the French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ludes 80% of the Buddhists in France.

Buddha is so precious and strong that it is already
good enough, and the cultural aspect may not be
From November 9th to 10th, 2017, Acharya

significant for us.

Zhiguang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Olivier
Reigen Wang-Gehn to visit the Kosan Ryumon-

Acharya Zhiguang: I am delighted to discuss

ji Temple and the Buddhist Centre of Strasbourg

this important topic with Zen Master Reigen. As

and had in-depth talks and exchanges with him.

the Master mentioned earlier, the primary role of

Although the two masters are from different

the Dharma is to free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lead

countries, they both are ordained monks in

them to Buddhahood. I think it would be the best

Japanese Buddhism, and also share the same

if we could reveal the heart of the Dharma and

Dharma lineage of Soto Zen. Together, they

share it with all. Everyone needs inner liberation;

engaged in a subtle and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of

therefore the Dharma is essentially suitable to

wisdom.

each one of us, and we all need it.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harma, there
is another fundamental principle. When we
are spreading the Dharma, first of all, we must
conform to the Buddha’s mind, which is, “to act

Moderator: My greetings to both Masters. I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ntent of all the Buddhas”;

our tim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eveloped,

and the second is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re very

sentient beings’ faculties.” It means that we have

convenient, and such an environment has greatly

to spread the Dharma in a way that is suitable to

promoted exchanges between major religions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in a form that they like.

various sects of Buddhism.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both of you masters to discuss how

The Zen masters who can spread Zen Buddhism in

we can better spread the Dharma and revitalize

Europe as you do, I think this is very remarkable

Buddhism in such a “global village” environment.

and very rare. I believe that the Master must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Master Reigen: Good morning. I am pleased
to meet Master Zhiguang. I think maybe the

Master Reigen: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but I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s in the West is to try

think that the first thing is to teach the right way.

to go beyond the cultural aspect and get down
to the roots of what we call the Dharma. As we

For example, for our tradition of Soto Zen,

know, Buddhism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actices is Zazen or

the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Shikantaza. This practice of sitting meditation, or

where it has come and developed. However, in

silent meditation, is the heart of our tradition, and

the West, for example here in Europe, I think the

maybe the heart of the whole Buddhism because

deep meaning of the teachings of Shakyamuni

all the Dharma comes from inner peace.

We have to focus really on transmitting this right way of practicing
Zazen, of course, not only Zazen, but also Shamatha, Vipassana, and
all the other different ways to meditate. Because here in Europe, we are
an ancient country with an ancient culture, and Buddhism is very new,
but we have this French capacity of taking a very ancient tradition and
transforming it into a kind of method that is useful for us. Then we have
to take care not to fall in certain hindrances.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what
we are transmitting. Then, based on the profound awakening attained
through Zazen, you can turn your true self to other beings. However, you
must first awaken your mind and then turn your light to other people and
help to save sentient beings.
Acharya Zhiguang: It is right as the Master just said, and it i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oo. As I am mainly spreading the Dharma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I can see that Buddhism indeed leads people to awaken,
freeing them from suffering to gain happiness. From my previous
experiences, spreading the Dharma should be done in a way that is
practical and pleases sentient beings,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real taste of
the Dharma and use it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It is only in this way that
the Dharma can spread more widely. Nowadays, people pay generall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our lives and what is effective. If someone

thinks that something is not useful for him, it is

or the non-dual contact with oneness, the actual

likely that he will not b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it

reality or the non-discriminatory mind. So,

or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Therefore, we should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use the mind: how to

spread the Dharma in ways that please sentient

think with a mental activity when it is useful;

beings, that can solve issues related to work, to

and how to think in another way when we do

daily life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f we can

not have to discriminate, compare, or to use the

do this, we will attain quite good results.

mental function. So, when people can experience
things directly, they understand very quickly:

Yesterday during the lecture at the Council of

“It is not my thought, so I can let go and see or

European Union, we did a very simple meditation.

perceive something else.” This is a very valuable

During this lecture, I hav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experience, and people having this experience

benefits that one can get from meditation, and I

begin to smile. So,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used much evidence based on modern science. I
believe that it was quite easily acceptable because

Acharya Zhiguang: I feel honored to have been

it is proved by modern science.

able to practice sitting meditation together with
you this morning, and our Dharma friends had

So, we went through a very short meditative

a wonderful experience. I saw many European

experience, letting everyone experience inner

Dharma friends doing excellent meditation, and

peace, mindfulness and also compassion. In this

they were really involved. May I ask how you

way, we all had some deep feelings, and I saw

made the Europeans so interested in meditation,

that most people were thrilled. So, I think it would

and so dedicated?

be a good idea to use this way to let people get in
touch with the Dharma or with Chan meditation.

Master Reigen: My teacher always uses the
image of someone who is fishing. We, as Dharma

Master Reigen: That is also exactly my

teachers, are like fishermen. We wait, but when

experience.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the fish comes and takes the bait, if you go too

that we face in the West, I don’t know how it is

strong, the line may break; if you go too slow, the

in the East, but I think it’s quite the same: most

fish is gone. So, you have to be very smart. Of

people do not know, or do not really know how

course, you are not going to eat the fish. If you

to use the thinking, and lose the true contact with

catch the fish, it is okay, but after that you liberate

what we call the mind; they only focus on the

it.

mental activity and develop this discriminative
way of thinking, as if this was the only way of
thinking, seeing, or perceiving the world.
So, that is the main problem of modern human
beings. We lose contact with what we call the
true mind. We lose the real and direct experience,

Moderator: In the global village, various

together; we practice meditation together, and we

Buddhist schools and major religious traditions

talk and organize concrete things together. It is a

are also developing. I request both of you masters

very good way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 discuss what we shall do to better deal with the
different Buddhist school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it is the same with other religions. After all,

For instance, both of you are working on

speaking is useful, but it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spreading the Dharma in the whole world. Master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try to do

Reigen is transmitting the Buddhist tradition

things together and to share our experiences

of Soto Zen here in the West, so you must also

during the course. By sharing our experiences,

have contacts with Western religions such as

even only a kind of intellectual knowledge, we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esides other Buddhist

can learn from other people about how they do

schools. How can these spiritual traditions unite

things and the way they see how things should be

to contribute in the best way to world peace and

done. I think this is very precious.

the flourishing of the Dharma?
Acharya Zhiguang: This is awesome! Your
Master Reigen: It is a very big and important

experience as a Zen master is worth learning and

question because today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reading.

different religions are very central to peace in the
world. We see conflicts between religions every

I also have some experience in this. For many

day, for example, what happened in Myanmar

years, we have been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It is an important

create more dialogues,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issue not only for Muslims or Christians but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Buddhist

Buddhists also.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also

schools. I think that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ome difficulties with Buddhism. However, here

respect within all the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in France and Europe, I think we have a very

spiritual traditions are crucial.

special position for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in a country like France, all the different Buddhist

I think that many conflicts or disunity are mainly

traditions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due to mutu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personal
prejudices. We can overcome them only through

Only a few hundred meters from here in

communication based on good intentions and

Strasburg, we have one Vietnamese pagoda, one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Lao Theravada pagoda, two Tibetan Buddhist
schools, and one Zen centre. So, we learn to

Within the various Buddhist schools, it is

understand each other. We organize event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wo things. First,

together regularly, not in a communalistic way,

how has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of a particular

not restricted to only Tibetan Buddhism or

school passed down in purity, because all the

Zen school, but in a way that involves all the

lineages that come from the Buddha are there to

traditions. We perform Buddhist ceremonies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Second, for each school,

we should discover its value and benefits for the
Dharma and sentient beings. If we can do this,
we will be able to respect the other schools and
also give rise to a kind of ready-to-learn attitude.
By always trying to find out the value and the

Moderator: The Buddhist wisdom came from

meritorious aspects of other schools, all different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back to 2500 years

schools will be able to respect each other and

ago. In our modern times, we need to take in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ere will be harmony

account the factors of place and time, as well as

and unity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Buddhist

the faculties of sentient beings while spreading

schools.

the Buddhism, so that the teaching would be
adapted to them. In this regard, I would also like

Master Reigen: Yesterday, Master Zhiguang

to request both of you masters to tell us how to

offered us the Lotus Sutra. I think this sutra

use the ancient wisdom of Chan meditation to fit

teaches that there may be different “yanas”

sentient beings of this place and time.

(vehicles) such as Theravada, Mahayana and
Vajrayana, but ultimately there is only one

Master Reigen: Easy question.

“yana,” the Dharma itself. That is the teaching
of the Lotus Sutra. So, maybe the next step is to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before we change

understand that different religions are also like

something in a tradition so old as Zen, we have to

different “yanas,” but in the end, there is only one

study deeply what we are and understand the true

mind for all human beings. Maybe it is a good

meaning of what we transmit.

mess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to think like that.
You spoke about the Kesa earlier. If we do not
Acharya Zhiguang: Yes indeed, Master, wha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Kesa, we might

you said is excellent!

think that we do not need these clothes and we
can do Zazen in blue jeans and a shirt or T-shirt.

Master Reigen: It is my dream.

We would think that it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wear a Kesa? But if we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Acharya Zhiguang: We have also held some

wearing a Kesa, and the experience of wearing it

seminars, inviting great masters of various

that makes us understand something deeply, we

transmission lineages, to enhance mutual

can transmit this tradition to others. However,

understanding. In the future, if we organize

today maybe many people think we do not need

similar activities, we will also invite you to

to use the traditional aspect, but only what is

participate.

practical or what is useful. We need what is
useful, but I think it is not a good way of thinking.

Master Reigen: With pleasure.

We should study first, and then decide if we need
to change some things because they are merely
cultural, but we must preserve and transmit the

lineage to others. This is the way we choose.
Acharya Zhiguang: Yes, I very much agree with Master Reigen. This is
the same meaning as I just mentioned about “act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ntent of all the Buddhas” and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sentient
beings’ faculties.”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preserve the ess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all
the tradition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ust never be changed or
abandoned. So, we need to first preserve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
before talking about how to adapt the teaching to the faculties of sentient
beings according to place and time. This is my opinion.
Master Reigen: I totally agree.

Moderator: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both of you masters to explain about
the respect for one’s Buddhist Master, one’s teacher and the lineage of
transmission. I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essence in Buddhist transmission
and lineages, as you both mentioned?
Master Reigen: In Zen, Dharma transmission is very essential. We
compare Dharma transmission to blood transmission. When the document
of the Dharma transmission (the Ketsumyaku)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 was made, it usually was written with their blood. Today
we do not do it anymore because it may be dangerous to mix blood.
However, in ancient times, the teacher and his student would mix their
blood and then use the blood to write the transmission document. So, it is
essential.
That means the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 is to
perpetuate the blessing of Shakyamuni Buddha or maintain the “blood
circulation” of the lineage, so all the patriarchs’ lineages become alive.
However, this has to come back to Shakyamuni Buddha or to the origin;
then the blood will go on and on as the heart keeps beating. This is
transmission. If the transmission stops, it is a heart attack.

Acharya Zhiguang: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lineage masters one day. This is a perfect basis for

I got through study and practice, whether it is

devotion.

in the Theravada, in the Mahayana or in the
Vajrayana, including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Third, I think that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Buddhism such as Chan and Tiantai, they all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and good tradition that

regard the lineage transmission as extremely

teaches gratitude. Because without the Buddha,

important. The Buddha Dharma has been passed

there would not be any lineage masters, and

on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until our own

without them,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practice.

Guru, who is transmitting the teachings to us. So,

Therefore in these transmission lineages, we

it is an obvious inheritance and is also one vital

will learn to have gratitude, towards the Buddha,

core in Buddhism.

towards the Three Jewels, and towards all the
lineage masters. It is because of their compass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can be

that the Dharma could be transmitted. That is why

discussed from the following points:

I think that this is a tradition of compassion and
gratitude.

Why do we need a transmission lineage?
Finally, I feel that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is
First,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means that the

also one kind of transmission of the Buddha’s

very source of Dharma is exceptionally pure,

enlightenment or transmission of blessings. In

instead of being made up by someone. The origin

the Chan tradition, there is a phrase of “sealing

of the Dharma is immaculate, without any stain,

the mind with the mind,” and this is a kind of

and is not a careless invention of someone, but

transmission of the enlightened mind. In the

has come from the Buddha himself.

Vajrayana, they speak about “the power of
blessings,” so a lineage really has the power of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us to identify

blessings.

the true Dharma from what is not the Dharma.
In our present epoch, many people easily give

For example, every light bulb must have a wire

Dharma talks out of their invention. In reality, I

connected to the power plant. So, the Buddha

doubt this can genuinely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lineage masters are like the power plant
and the wire, and we are like a light bulb: if we

Second,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has also the

possess this lineage, we will obtain the blessings

very important utility of providing us with a basis

and transmission power of the enlightened mind

for confidence and giving us great motivation. The

of the Buddha and the lineage masters; whereas if

generations of past masters were all accomplished

we don’t have this lineage, even if we only have

ones, so their example gives us great confidence

one light bulb, without the wire and power plant,

and encouragement. Each person in his lineages

it would be totally useless.

can receive the blessings of the Three Jewels,
and gain accomplishment to become like the past

Therefore, if one does not possess a lineage,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him to study the Dharma

others.

by himself to attain any accomplishment. This is a
rough understanding I have about the transmission

Moderator: Wonderful!

lineage.
Acharya Zhiguang: This is fantastic! I think
Master Reigen: Totally shared, thank you!

the answer of the Master is perfect. With this
principl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skillful”
means.

Moderator: Today we discussed an important
topic which is “to act in conformity with

Moderator: Today, some practitioners and

the intent of all the Buddhas;” and “to act in

Dharma friends are also present in the room. We

accordance with sentient beings’ faculties.” In

would like to receive from both Masters some

Buddhism, wisdom is also divided into “ultimate

guidance regarding the meditation.

wisdom” and “skillful wisdom.” Just now, both
of you masters not only talked about preserving

Everyone has to deal with his emotions and

the tradition and the lineage, but also about some

problems in daily life, at work, and even during

“ultimate wisdom.” On this basis, some aspects

meditation. I request both of you to tell us what

can be transformed according to sentient beings

emotions mean to you, and how we should work

of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Take culture as an

with our emotions.

example. Both of you are travelling the world to
teach the Dharma, so could you share some of

Master Reigen: I will be short also. So maybe we

your experience and opinions on how to express

must never forget that we are living beings, and

this “skillful wisdom”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at our emotions are a kind of treasure because,

our epoch? Of course, this may also be a very

without emotions, we would be strange beings.

academic issue that we could develop in the

But we have to know that emotions are like

future. But today, would you like to give some

thoughts. That means they appear, they are there,

preliminary talks about it?

and they disappear. And this is very natural and
healthy, for example, joy, or even anger. We are

Master Reigen: I will be very brief. But I think,

angry, but okay, it is ten seconds or thirty seconds,

for us in Zen, it is the present moment. That

not necessary to put wood on the fire of emotion.

means if you are aware in this present moment,

And that is what most people do. They have the

you know what the right words are, or what the

emotion, and it is like a fire; later they put wood

good attitude is. It is not the kind of mental things,

on it, so the fire gets bigger and bigger. They may

but direct things. If you speak with your heart

stay angry for one day, two days, one week, some

or with your wisdom, you can touch the heart of

of them for one or many years, angriness over

angriness.

emotions troubling you. But if you have enough
awareness, there will not be any problem.

This is not healthy. So, emotions are okay, but
when they appear, observe and let go. In this way,

Master Reigen: Totally okay! This is the

I think we can express our living capacity. Maybe

experience of Zazen.

that is what we have to learn to do in our daily
life.

During Zazen, when deep emotions arise, observe
and, let go. It is about not being caught up in

Acharya Zhiguang: Great! Master Reigen

them. It is not to become a kind of vegetable,

spoke about a very important point, that is, we

but rather to become a living being that can face

should not consider emotions to be enemies.

things without being moved by them. That is the

Many people try to remove their emotions, but

essence of Zazen.

it is impossible to do so. In the past, Bodhisattva
Nagarjuna taught how to deal with our emotions

Moderator: Thank you very much! We are

and thoughts, and it is “if a thought arises,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gain in the

aware of it, but you do not follow it.” Emotions

future, mayb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place in

and thoughts naturally arise, because in every

Strasbourg, or Japan, or wherever in the world, to

being this is instinctive and so this phenomenon

continue this dialogue. Thank you once again!

will definitely manifest. But where is our
problem? It is that we got caught in our emotion

Master Reigen: Thank you so much and I just

or driven away by it. As the Master just said, you

want to say that I am so happy to meet Master

added wood to it so it can only grow stronger. If

Zhiguang. I think I met a Dharma brother, also a

we can look at the emotion or thought as it arises,

friend, simply a frien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be aware of it but without following it,” then

Thank you to everybody, to all of you.

the emotion or thought will in reality, like the
Master said, arise and dissolve. We only need to

Acharya Zhiguang: We were probably brothers

be aware of it, to see it arise and dissolve, and it

in a past life, and that is why we have this deep

will not harm us any longer. So this sentence of

feeling of having already met.

Nagarjuna is, I think, an excellent method to deal
with our emotions.

Moderator: We also had the feeling of having
come back home, yesterday during the visit of the

In the Chan tradition,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Kosan Ryumon-ji Temple and also today here.

sentence as follows: “I do not fear the arising of

We are so happy, so delighted! Thank you both

any thought; I fear to recognize it too late.” We

masters! Thank you, everybody!

should not be afraid when thoughts and emotions
arise but should fear not being aware of them.
When you are entirely following them and are
caught by them, at this moment, you will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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フランスのストラスブールの仏教禅宗センター
霊元禅師

智廣阿闍梨

雑誌『一乗』夏衛娟副編集長

霊元禅師 Olivier Wang-Genh はフランス、モスハイムの地元出
身で、四分の一の中国血統を擁しています ( 祖父が中国広東出
身 )。1973 年、 日本の曹洞宗の大師である黙堂泰仙 (Deshimaru
Taisen）に師事し、1977 年、得度しました。禅師がウェルテルス
ウィレ (Weiterswiller) に建てた 700 名のメンバーの日常修行が
できる古山龍門寺 (Kosan Ryumon ji) はヨーロッパにおいて有名
な禅宗寺院です。フランス仏教協会の設立目的は仏教界間の連携
をとり、宗教間の対話を促進することです。
フランスには百万人の仏教徒がいて、そのうち四分の三はアジア
から来ており、フランス仏教協会はフランスの八十パーセントの
仏教徒を独占しています。

2017 年 11 月 9-10 日、 智廣阿闍梨はフラン

霊元禅師とご一緒に、この意義

ス仏教協会の主席 Olivier Wang-Genh( オリ

のある話題を討論することができるのは、と

ヴィエ霊元ワンジェン ) の招待を受け、古山

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龍門寺とクリテンノのストラスブール仏教禅
宗センターを参観し、霊元禅師と深く会談し

先程禅師のおっしゃった通り、衆生に覚悟し

交流しました。二人は違う国の出身ですが、

て解脱させるのは仏法の根本です。最も良い

日本の僧籍で、 同一の仏法伝承 ( 禅宗曹洞

のは、皆さんに仏法の核心を取り出して見せ

宗 ) である高僧ということで、絶妙で素晴ら

る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すべての人は心の解脱

しい知恵の交流となりました。

が必要なので、本質から言うと、仏法はすべ
ての人に適用し、すべての人に必要とされて
います。
もう一つは、仏法の角度から言うと、とても
重要な原則があります。仏法を発揚する時
に、まずは仏陀の精神に適合しなければなり
ません、つまり「諸仏の理に適合」です。そ

御二方の大師、こんにちは。現代で

の次が「衆生の根機に適合」であり、つまり

は、科学技術が発達し、通信と交通もとても

衆生に相応しい方法で仏法を伝播し、衆生に

便利になったので、各宗教及び、仏教の各宗

好まれている方法で仏法を伝播するというこ

派間の交流が大いに促進しました。現在の地

とです。

球村という環境では、どのようにすれば、よ
り広く仏法を発揚し、振興できるのか、ぜひ

禅師のようにヨーロッパで禅宗という仏法を

お話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よ

伝播するのは、とても希少であり、素晴らし

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これについて、禅師は
多くのすばらしい経験をお持ちでしょう。

おはようございます。智廣阿闍梨
とお会いできてとても嬉しいです。西方人に

励ましてくださり、ありがとうご

とって、最も重要なのは文化を超越して、仏

ざいます。最も重要なのは良い修行方法を伝

法の根本的な意味に入る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授する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伝播と発展の過程で、仏法は違う国の伝統と
文化に大きく影響されたと認識しておりま

曹洞宗の伝承で、最も重要な修行方法の一つ

す。西方、例えばヨーロッパにおいては、釈

は坐禅です。即ち坐禅するだけでいいです。

迦牟尼仏の甚深な教義がとても大切にされ、

この坐禅という修行方法は私たちの伝承の核

強大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それはもう十分す

心です。仏法の核心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ませ

ばらしいことなのです。仏法の文化的な面は

ん。なぜかというと、すべての仏法の根本は

そんなに重要ではまりません。

心の静寂だからです。

我々は坐禅という殊勝な修行方法をより多く

昨日、我々は欧州連合理事会で、坐禅に関す

の人に伝授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勿論、止

る簡単な講座を行いました。講座では、私は

観、内観など様々な坐禅の修行方法がありま

坐禅が自分に齎す利益を紹介し、そして、多

す。フランスはとても歴史が長い国で、文化

くの現代科学的の証拠を挙げました。皆さん

の歴史も非常に長いのですが、フランス人に

は受け入れやす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なぜかと

とっては、仏教はまだ新鮮なものです。しか

いうと、これらは現代科学的の証拠があるか

し、我々のフランス人は仏教という、とても

らです。

長い歴史がある伝統を我々に役に立つ方法に
転換することができます。でも、誤解避ける

我々はとても短い坐禅も体験しました。その

ために、非常に慎重に進めて行かなければな

場で、皆さんに慈悲も含め、心の静寂、覚知

りません。伝授された修行方法に対して、

を体験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のようにすれ

我々は慎み深く扱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坐

ば、皆さんに深く感じていただき、大部分の

禅によって心の悟りを求めてから、「本我」

人に喜びを感じていただくことができます。

をそのほかの衆生に示すことができます。自

ですから、このような方式で皆さんに仏法や

分が覚悟して初めて、覚悟の光で他の人を照

坐禅に触れていただくことは、良い試みだと

らし、他の衆生を助けて、済度して悟りを開

思っています。

かせることができます。
これはあくまでも私個人的な体験
禅師の見解はとても素晴らしい

なのです。東方ではどんな状況であるかは知

と思います。私の個人的な経験からも同じこ

りませんが、大体同じだと思います。西方に

とが言えます。私は東方をメインとする多く

おいて、主な問題の一つは、大部分の人はど

の国で仏法を伝播する時、仏法が人に齎した

うやって正しく思考能力を運用するかが分か

本当の覚悟と、離苦得楽の効果を見ました。

らない、或いは本当に理解できていない為、

今までの経験から言うと、仏法を広める具体

我々の言うところの「本心」から離れたこと

的な方式は、衆生が好む、実用性があるやり

にあります。彼らは自分の心理活動だけに関

方で仏法を伝播し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で

心を持って、でたらめに区別する思考方式を

す。衆生に真に仏法を体験させて、仏法で問

身につけてしまったのです。そして、それが

題を解決させるのです。このようにすれば仏

この世界を思考し、観察し、感知する唯一の

法がもっと広く伝播させられます。現代の多

方式だと彼らは思い込んでいるのです。

くの人々は、現実と効果を重視するので、彼
らにとっては、何も感じなく、効果が見えな

これは現代人の最も大きな問題です。我々は

いのなら、興味を持って学び続けることは難

「真心」
から離れ、物事に対する直接の体験、

し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すから、仕事や生活

或いは万物一体、無二元対立の真相から離

及び心理上の問題が解決できるという、彼ら

れ、また万物の真相と区別がない「本心」か

が好むような方式で仏法を伝播すると、比較

ら離れました。ですから、どうやって「用心」

的に良い効果が出るでしょう。

をするかを学ば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必要に
応じて、普段の心理思惟を使ってもよいので

すが、思考、区別、比較をする必要がない場
合には、直接覚知することを学びましょう。
人々は非常に直接的な方式で物事を覚知する
ことができると、念頭が覚知ではないことを

地球村という概念では、各宗派、各

すぐに気づくことができます。そして、彼ら

宗教も発展しています。どのように他の宗教

は念頭を捨てて、その他の感覚を観察し、覚

や仏教の他の宗派とよりよく共存するかにつ

知するでしょう。これは非常に大切な体験で

いて、二人の禅師に話し合っていただきたい

す。人々がこのような体験をすることができ

と思います。例えば、お二方は世界各地で仏

れば、彼らの顔に喜びの微笑みが見られるで

法を広めています。霊元禅師は、曹洞宗の仏

しょう。ですから、私は智廣阿闍梨の考え方

法を西方まで発揚させているため、仏教の他

に全く賛成します。

の宗派との交流を含め、キリスト教、イスラ
ム教等の西方の宗教とも接触したことがある

今朝、禅師と一緒に坐禅して修

でしょう。これらの宗教や宗派と、どのよう

行できたことは、メンバーにとって非常によ

によりよく融合して団結すれば、世界全体の

い体験となりました。とても光栄に思い感謝

平和及び、仏法の興隆に最もよく貢献できる

しています。ここにいる、ヨーロッパの多く

のでしょうか？

のメンバーは坐禅するのが非常に上手で、深
く精神を集中していました。禅師にお伺いし

先ほど挙げたこの問題はとても大

たいのは、どのような方法で、これらのヨー

きく、且つ重要な問題です。違う宗教の間の

ロッパの人たちに、坐禅に対して、こんなに

関係は今現在の世界平和にとって、非常に重

も興味を持たせ、のめり込ませることができ

要なキーポイントとなります。

たのでしょうか。
私達は毎日、違う宗教の間で発生した揉め事
私の師はいつも魚釣りを例えにし

や争いのニュースを耳にします。例えば、ミ

ています。私たちのような仏法を伝授する先

ャンマーと他の国家でもこのような状況が発

生は魚を釣る人のようで、まずは辛抱強く待

生したことがあります。実際のところ、これ

つ必要があります。魚が餌を食べに来る時

はキリスト教徒とイスラム教徒だけの問題で

に、我々はタイミングをよく把握しなければ

はなく、仏教徒が面している問題でもありま

なりません。急ぎすぎて、力を入れすぎれ

す。仏教内部の各宗派の間の関係にも、色々

ば、糸が切れて魚が逃げます。動作が遅すぎ

な問題と困難があります。しかし、フランス

ると、魚も逃げます。ですから、我々は法師

とヨーロッパでは、比較的特別な状況です。

として、巧妙に弟子を取り扱う必要がありま

特にフランスのような国では、仏教の違う宗

す。勿論、我々の「魚釣り」の目的は「魚を

派間での調和が取れて共存できています。

食べる」ことではなく、彼らを解脱させるこ
とにあります。

例えば、ストラスブールにおいて、ここから
数百メートルの範囲内に、ベトナム仏塔、ラ
オス南伝仏教の仏塔、チベット仏教の学校が

二校、そして、禅宗の仏教センターが一つあ

主な原因は、互いに理解していない所がたく

ります。互いに理解を深めるために、我々は

さんあること、そして、個人的な偏見にある

定期的に共に活動を行います。例えばチベッ

のです。善意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し、交流

ト仏教又は禅宗等、ただ一部の宗派だけで行

し、そして互いに学び合うことではじめて、

う活動ではなく、すべての宗派が共に参加す

偏見をなくし、理解し合うことができるので

る活動です。我々は一緒に法要又は他の仏教

す。

儀式を行って、一緒に坐禅をします。これら
の具体的な活動の中で、絶えず互いにコミュ

仏教の各宗派の間で、最も重要なのは下記の

ニケーションをとることができます。これは

幾つかの内容を了解することです。第一、そ

互いの理解を促して、互いに学び合うよい方

の宗派の教法がどのように清浄に伝承されて

法です。

きたのかを知る事。すべての仏陀に伝承され
てきた教法であれば、必ず衆生に有利だから

他の宗教にとっても同じで、言語上のコミュ

です。第二、すべての仏教宗派の中に、その

ニケーションも効果はありますが、一番重要

価値、及び仏法、衆生に対する利益と価値を

ではありません。最も重要なのは、皆さんが

見出すこと。このように、我々は他の宗派を

一緒に何かをやって、そして、その過程の中

尊重する心を持つと同時に、学ぶ気持ちを持

で互いに交流して、経験を分かち合うことで

つこともできます。もし、他の宗派から、そ

す。単なる世間的な知識の分かち合いであっ

の価値、その特殊な功績と恩徳をよく見出す

たとしても、このような体験の分かち合いを

ことができれば、各宗派は互いに尊重して学

通して、他の人はどのように物事をこなして

び合い、仏教のすべての宗派は必ず調和が取

いるのかを観察し、また、ある一つのことに

れて団結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対してのそれぞれの違う見解を聞くことがで
きます。この過程は非常に大切だと思いま

昨日、智廣阿闍梨からいただいた
『妙法蓮華経』にはこのような内容が記載さ

す。

れています。仏法には違う「乗」があって、
とても素晴らしい！禅師の経験

上座部の小乗、そして大乗、金剛乗が含まれ

は、私達が学び広めるべき素晴らしい価値が

ていますが、最終的には、一仏乗、即ち仏法

あります。

自身に帰結することができます。これは『妙
法蓮華経』の核心教義です。更に一歩進む

私にもこのような体験があります。数年以

と、他の宗教も違う「乗」として見てもよい

来、我々はずっと仏教の各伝承間で、互いに

でしょう。ただし、最終的に人間全体の心は

分かり合い、学び合い、交流することに取り

皆、同一の心なのです。21 世紀にとって、

組んでおり、仏教の各伝承間から仏教と他宗

この思惟方式はいい情報かもしれません。

教間まで、相互理解と相互尊重が非常に重要
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多くの揉め事、或いは団結ができないことの

その通りです。禅師おっしゃっ
たこと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
これが私の夢なのです。

以前、我々も色々なシンポジウ

を伝承することができます。もしかすると、

ムを行ったことがあり、各伝承の高僧大徳を

これらの伝統的なものは不要であり、実用的

招いて、互いに交流し、互いの理解を促進し

で有効的なものだけを残せばいいと思ってい

ました。今後、このような活動があれば、ぜ

る人が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確かに実用的な

ひ霊元禅師も参加し、ご一緒にこういう活動

ものは必要ですが、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は正し

ができればと思います。

いとは言えません。我々がやるべきことは、
まず深く研究をした上で、修正する必要があ

光栄です。喜んで参加させていた

るかどうかを決めるべきです。例えば、単純
に文化的なものであれば修正できますが、保

だきます。

留して伝承し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もあ
ります。これが比較的良い取捨方式です。
その通りですね。私は霊元禅師
の観点にとても賛成します。これは先ほど話
仏教の知恵は、二千五百年前の釈迦
牟尼仏の教法から生まれました。現代での発

した「上契諸仏之理，下契衆生之機」と実の
ところ同じ意味です。

揚は当時当地の衆生の根基と結合させ、彼ら
に適応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れに関し、

我々はまず伝統にある精髄を保持します。伝

古い智恵と坐禅をどのようにこれらの衆生に

統にあるすべての精華、原則を変えて捨てて

適用するのか、お分かち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で

はいけません。伝統と精髄を保存する上で、

しょうか。

どうやって衆生の基礎に適応し、当時当地の
ある状況に適合するかを考え始めます。これ
これは非常に簡単な問題です。

は私の観点です。

最も重要なのは、我々はこれらの古い伝統、
例えば禅宗を修正する前に、我々自身の実際

全くその通りだと思います。

状況及び我々に伝授された仏法の深い内包を
真剣に深く研究し知る必要があるということ
です。
お二方の禅師に、祖師に対する尊
以前、智廣阿闍梨が袈裟をかけることについ

重、自分の先生に対する尊重、伝承に対する

て話題を挙げられましたが、もし袈裟をかけ

尊重についてお話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こ

る意味を理解していなければ、袈裟をかける

れはお二人のおっしゃった仏教の発揚と伝承

必要がないと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ジー

の中で、最も重要であり、精髄となっている

ンズ、シャツや T シャツを着ても坐禅できる

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が。

ため、なぜ必ず袈裟をか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かと思われます。但し、その深い意味を了解

禅宗では、法脈の伝承は非常に核

して体得すれば、袈裟をかけて坐禅する伝統

心的なもので重要です。我々は伝法を輸血に

例えます。以前、禅宗では、師弟の伝承関係

作ったものではなく、仏陀から生まれていま

を記録する文書 ( 血統伝承図 ) は全て、師と

す。

弟子のまぜあわせた血で書きました。勿論、
混合した血液はリスクがあることを考慮し、

これも仏教の正法と非正法を識別する重要な

今現在はもうこのようにしませんが、古代で

基準です。今の時代では、多くの人はやたら

は確かにこのようにやっていました。それほ

デタラメに仏法を説いています。それは全部

ど、法脈の伝承はとても重要なのです。

彼ら自分で作ったもので、衆生にとって本当
の利益があるのかは、定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師弟間のこのような法脈伝承関係は、実際の
ところ、釈迦牟尼仏の加持と仏法伝承の「血

第二、 「伝承」はもう一つの重要な作用が

液流通」を維持する為なのです。そして、最

あって、我々に信仰心の基礎を与え、激励を

終的に、仏法伝承の血統は必ず釈迦牟尼仏或

与えてくれる伝承事例でもあります。代々の

いは法脈の最初の源に遡ります。こうするこ

祖師は皆、修行に成功した人で、私たちに信

とで初めて、法脈伝承の血液は絶えず循環

心と激励を大いにもたらします。すべての人

し、仏法の心臓が健康に脈打つことができる

が、この継承の中で三宝の加持が得られ、祖

のです。これが法脈伝承の重要性です。法脈

師のように修行で成就することができます。

の伝承が中断すれば、仏法の心臓も「心筋梗

これは非常に良い信心の基礎です。

塞」になります。
第三、 「伝承」はとても重要であり、感謝
私以前の修学経験によれば、上

すべき優良な伝統だと思います。仏陀がいな

座部であろうと、大乗仏教であろうと、そし

ければ、これらの伝承祖師もいません。これ

て、金剛仏教であろうと、漢伝仏教の中の禅

らの伝承祖師がいなければ、我々もいませ

宗、天台宗も含めて、全て伝承を重視してい

ん。これらの伝承では、我々は恩を感ずるこ

ます。仏陀から代々に渡り伝え続けて来ら

とが分かりました。仏陀、三宝、そしてすべ

れ、また我々の上師から私たちまでも伝えら

ての伝承祖師に恩を感じます。彼らのこの慈

れました。それらは全て非常に明確な伝承が

悲によって、仏法が伝承されられました。で

あります。これも仏教の重要な核心です。

すから、これも慈悲的で、感謝の伝統だと思
います。

伝承の重要性を下記のいくつかのポイントに
分けて論述します。

最後に、 「伝承」もまた、仏陀が悟りを得
る力の伝達、或いはある加持力の伝達だと私

なぜ伝承が必要ですか？

は思います。禅宗では、 「以心伝心」が説
かれていますが、これは実際、悟りの伝達の

第一、 「伝承」は仏法の源が非常に清浄で、

ひとつなのです。金剛乗では「加持力」説か

誰かがでたらめに言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を

れていますが、伝承すれば、この加持力を得

示しています。教法の源はとても清浄で、汚

ることができます。

染されていなく、そして、自分がでたらめに

例えば、すべての電球は必ず電線で発電所ま

せんが、今日は初歩的なお話をしていただき

で繋がります。仏陀、伝承祖師は発電工場と

たいと思います。

電線のようで、我々は電球のようです。この
伝承があれば、我々は仏陀、伝承祖師たちの

私が簡単にお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

悟りを得る力の転送と加持を得ることができ

す。先ほど我々が話した方便と知恵は、実は

ます。この伝承がなければ、我々はただの電

禅宗の中の「当下」です。もし今という時に

球で、電線もないし、発電工場にも繋がって

覚知を保持することができれば、どうやって

いないので、この電球は実際になんの作用も

他者と正しく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とるの

しません。

か、どのように正しい心理状態で物事に直面
すれば良いか分かります。これは思惟を通し

ですから、伝承がなければ、仏法を独学する

て産み出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く、直接的な体験

のはとても成功するのは難しいことでしょ

なのです。もし我々は真心と知恵を以て他者

う。これが私の「伝承」に対する浅い理解で

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すれば、彼らの心を

す。

打つことができます。
ありがとうございます。まったく

素晴らしい！。

同感です！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禅師の
ご回答はとても完璧だと思います。この原則
があれば、方便とは何かが分かります。

今日のもう一つの重要なテーマにな
っているのは「上契諸仏之理，下契衆生之機」
です。仏教では、知恵は「究竟な知恵」と「方

今日の来席者の中にも修行者や仏教

便な知恵」に分かられています。先ほど、お

徒がいますので、この貴重な機会に、お二人

二方も伝統、伝承及び、ある「究竟の知恵」

から坐禅に関するご指導をいただきたいと思

を堅く持ち続けることを説かれました。これ

います。

に基づいて、ある方面、例えば文化は、当時
当地の衆生によって変えることができます。

情緒は全ての人が直面しうる問題です。生活

お二方はずっと、世界各地で仏法を発揚して

の中でも仕事の中でも、情緒の問題に直面し

いますので、このような「方便な知恵」を、

ますし、禅修のときにも情緒の問題に直面す

当時当地の文化と結合することにおいてどの

る可能性があります。我々にとって、情緒は

ように体現させたらよいのか、お二方の御経

何を意味し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どうやって

験やお考えを話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勿

情緒に直面して、情緒を処理するかについて

論、これは非常に学術的な問題かもしれない

お話を聞か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ので、将来もっと深く交流しなければなりま

簡単で短めに回答させていただき

なのかと言うと、この情緒や念頭に自分を連

ますが、我々は有情の衆生であり、我々の情

れていかれてしまうことなのです。これは先

緒は宝物であることを決して忘れてはなりま

程禅師のおっしゃったことですが、火に柴を

せん。全く情緒がなければ、化け物と同じで

くべれば、火がますます強大になります。情

す。しかし、理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

緒や念頭が生じた時、我々は「知而勿随」、

情緒は我々の念頭と同じように、生まれ、留

つまりその生じた情緒や念頭に気づきます

まり、 そして消えます。例えば、 快楽の情

が、連れていかれないように、禅師のおっし

緒、ひいては怒りの情緒もそうです。これは

ゃる通りに、情緒と念頭は自然に消えます。

とても自然で、健康的なことです。怒っても

我々にとって、やるべきなのは、それが生ま

問題ありません。実際に、怒りの感情の持続

れて消えていくことを察知し、見ることだけ

時間はただの 10 秒、30 秒ほどなので、それ

です。そうすれば、我々にそれほど大きい危

以上怒らせ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大

害を齎す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すから、ナー

部分の人は、憤怒の情緒があって、火をつけ

ガールジュナのおっしゃった「妄念若起，知

たようであり、更にまた火に柴をくべてしま

而勿随」は、情緒に直面して処理する際の非

うのです。すると、この火はますます激しく

常にいい方法だと思います。

なります。彼らは一日、二日間、一週間と怒
りを持ち続けるかもしれません。一部分の人

禅宗には、これと同じ意味を持っている言葉

は一年や何年も、ずっとこの憤怒の情緒にい

もあります。それは「不怕念起，只怕覚遅」

ます。これこそ不健康です。

です。念頭や情緒の発生には恐れがないです
が、感知していないまま、この念頭に連れら

情緒を持つことは構いません。情緒が生じた

れていくのは一番怖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う

時、情緒を観察し、手放し、そして消えてい

すると、色んな悩みが出てきます。もし我々

くのを見るのです。このような方式で、我々

に十分の覚知があれば問題がないと思いま

は生命能力を表すことができます。そして、

す。

これは日常生活の中で学ぶべきことなのかも
全く正しいです。これこそが坐禅

しれません。

の体験です。
素晴らしい！霊元禅師はとても
重要な観点を話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つま

坐禅の時、比較的に深い情緒が生まれると、

り、我々は情緒を敵にしてはいけません。多

我々はそれを観察してから捨てればいいので

くの人はすべての情緒を取り除きたいと思っ

す。連れられて情緒の中に陥ってはいけませ

ていますが、それは不可能です。以前、ナー

ん。勿論、植物のように冷たくなるわけでは

ガールジュナ は情緒と妄想の問題を取り扱

なく、従容して、どのような状況に直面して

う話をしたことがあります。それは「妄念若

も困らない人になることができます。これこ

起，知而勿随」です。情緒や念頭の発生は全

そが坐禅の精華です。

て自然なことで、生命の本能なので、必ず発
生します。しかし、我々にとって、問題は何

お二方の大師に心から感謝申し上げ

ます。将来、この美しいストラスブール、或

ある過去世では本当に兄弟だっ

いは日本、世界各地でまた出会い、そして、

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だから、初対面なの

深い交流と会談をす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おりま

に、古くからの知り合いのように意気投合す

す。

ることができたのでしょう。
非常に感謝しております。最後に

そして、家に帰ってきたという暖か

一言言いたいことは、智広阿闍梨と出会っ

い感じもしています。昨日に行った古山竜門

て、本当に嬉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仏法の中

寺も、ここも、とても親しみ深く、喜びを感

の兄弟と出会えたという感覚でもあり、また

じました。お二方、そして皆さまに心から感

長年来の友人と出会えたような感じでもあり

謝申し上げます。

ます。本当にありがとうございました。ここ
にいる皆さんにも心から感謝いたします。

2018 年 5 月 2 日，上師智廣阿闍梨的朋友圈火了，一組宮廷照九張，
五男四女，全是身著中國華服的上師

智廣阿闍梨！

一時間，光是我能夠看見的點贊就快速上升到五十幾個，還有衆說

■
作
者

紛紜的各種評價熱烈地在那裏炸開了鍋：「太萌了！」 「上師穿這
個挺順的，666 ！」 「哈哈，火了！」……
我的頭也馬上炸開了，只聽到內心的呐喊：「我的上師呀！您不要

夏
衛
娟

這麽玩好不好？注意您的形象呀！」作爲一名文宣義工，已經習慣
了「校對」上師的我，此時不禁急得漲紅了臉、急出了一頭汗。這
怎麽辦？上師這麽玩，衆生會怎麽看？怎麽想？
真的是一頭汗，我扔下手機走進了洗手間

我得洗把臉冷靜一下。

就在我打開水龍頭的那一剎那，我忽然覺察到自己的內心

我在

對上師生邪見。我此時所看到的上師似乎玩過頭了，他好像也在執
著自己的各種色相，他的做法是我不歡喜的，他沒有按上師、阿闍
梨該有的威儀行事。
就在覺知自己產生邪見的當下，忽然一聲呵斥如當頭棒喝

「老

狗！」我猛然想起上師的新書《< 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 > 略講》中
那個第三世華智仁波切依止他的上師多欽哲•益西多傑的公案。有
一天，華智仁波切看到上師多欽哲•益西多傑喝醉了酒，而且還打
他，就產生了惡分別念：「連這樣的大成就者也喝醉了，還做出不
如法的舉動。」就在這時，多欽哲•益西多傑上師放開了他，對他說：
「你腦海中居然生起這樣的惡分別念，你這條老狗！」說完就對他
臉上吐口水，伸小拇指，就走了。這時，華智仁波切馬上意識到，
這是上師對他的一個最大的加持和直指心性，於是馬上安住，當時
大圓滿的證悟境界就像太陽一樣顯現出來。
此時我腦海中出現了這聲呵斥：「你這條老狗，居然在對上師起邪
見！」但是我並沒能夠被直指心性，更沒有證悟什麽大圓滿，我只
是在這一瞬間看到了自己爲什麽會給上師貼上這樣一個「不如法」
標籤的心流投射。上師曬宮廷照，爲什麽有些「朋友」表現得很歡
喜，爲什麽我不歡喜、我抗拒？當我反觀到自己的內心時，才知道
自己才是「糗大了！」
其實在五一的傍晚，上師先是分享了這個「中國華服」的微信相冊
給我，雖然我在修改稿件，但是知道上師不會無端端發這個給我，
一定有密意，於是就放下稿件開始嘗試完成這個「秀圖」供養上師。
由於太執著形象，我又是挑照片，又是拍照片，又是秀照片，忙了
一個小時，終於完成了一幅宮女照發給了上師，沒想到上師回復：
「多做幾款。」於是我就又費勁地做了一幅皇后照，上師就回了一
個笑臉，沒再說什麽。
但是過了一兩個小時，上師就在朋友圈嘩啦啦地連著曬出了自己的
九張照片

不僅有男裝的狀元、道士、錦衣衛，還有女裝的皇

后、貴妃、小丫鬟。同時還發表一句感言：「在生生世世的輪回裏，

我曾經是這個樣子嗎？」
上師一發朋友圈，不得了！很多道友也跟著發起了這個曬華服的朋
友圈，有些留著鬍子的男師兄曬出的女裝都還保留著鬍子！
隨著朋友圈「火了」，我的心也七上八下了，幸好這聲「老狗」警醒
了我

爲什麽上師和道友們可以打破男女顯現的局限，可以不顧所

謂的形象，在朋友圈玩得這麽 High ？爲什麽我卻這麽抗拒？從自己
一晚上那麽執著自己女性形象的表現來看，完全是我
太把自己當回事，太把自己執爲實有了，就連一個遊
戲都那麽當真，對一個假合的 P 圖都那麽執著！哎呀
呀！想到這裏簡直無地自容，今天自己的表現實在太
丟人了！看來上師曬宮廷照，出糗的其實是我呀！
人的心理就是這樣， 自己執著的其實也是自己厭惡
的，其實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自己的執著，我也抗
拒自己的執著， 我也渴望解脫執著。所以， 就有了
投射在外境的上師和道友，以及自己的惡分別和不歡
喜，其實我只是在抗拒我自己的內心而已。
其實，一切都是空白的存在，上師和道友在朋友圈這
樣玩，有人歡喜有人抗拒，都是因爲自己的內心投射
和分別執著。所以《如何依止善知識》中用六種比喻
破斥了我們對善知識觀過的問題，正如眼翳者看到眼
前飛的毛髮，黃疸病人看見雪山是黃色的，還有戴著
墨鏡看世界等等一樣， 「具業障者不論見誰都會見
到過失或平凡相，但不能因他心前如此顯現，就斷定
上師實際如此，因爲這只是他的業障所自現」。
就這樣，在我洗完臉走出洗手間時，我已經解開了我
的心結：
1. 我看到的上師「不如法」完全只是我內心的投射，是我不清淨的
執著在上師身上貼的標籤。
2. 相比上師和道友，我實在羞愧，到底是誰在執著一切爲實有？是
我！是我這個好像很喜歡空性教法的佛油子！

3. 你到底該怎樣看待上師的一切顯現？是用真實無僞的信心，還是
你自以爲是的分別念？看來《如何依止善知識》你還要好好學，懺
悔去吧！
啊！看清楚自己問題的感覺真是輕鬆啊！回到房間後，我馬上開始
念百字明懺悔。感恩上師的密意加持，讓我參與這場覺知自我的遊
戲，反省改正自己的錯誤。感恩上師一直教導我們「保持覺知」，
在念頭生起時及時覺知是多麽地重要。
一整天，上師的朋友圈持續火著，點贊和評價越來越多。特別隨喜
給上師朋友圈評價的道友，有位道友說：「您度衆生善巧方便行，
無論顯現何種之形象……示現各種幻化戲舞時，願我幸能成您勝隨
從。」這才是真正的依師啊！
我的心也漸漸地充滿了歡喜，這時我似乎看懂了上師發給我這個軟
件的密意

上師就是那個專門來破除你的「我執」的那個人，這

就是了！
我以爲這個上師加持的修法就這樣圓滿結束了，然而，這只是一個
開頭。接下來，這個修法還在繼續，而且越來越殊勝，越來越增
上，而且最後的圓滿也是在上師的朋友圈。

5 月 2 日這一天恰逢週三，晚上是上師親自授課的一乘師資網絡培
訓，這是專門爲發心成爲弘法利生人才的道友而特別開設的培訓課
程，一週一次，剛好在上週圓滿了《醒夢辯論歌》，今天上師開始
給我們講一部非常殊勝的中觀論著《抉擇二無我》。
上師的開示精彩極了，尤其是帶著我們細細觀察五蘊中是否有一個
常恆、一體的我，最後認識到五蘊只是色受想行識假合在一起，就
像一堆各自獨立的零件，並非一體的我；五蘊也都是生生滅滅、不
斷變化的，並非恆常的我。只是因爲我們心識的無明錯亂，才給這
個假合的五蘊安立了一個「我」的概念，把這一堆變化無常、湊在
一起的五蘊認知爲「我」，繼而有了我執和我所執，這就是輪回痛
苦的根源。

這第一課的「人無我」的開示，雖然在以前已經聽過，但是不知爲什
麽今天聽起來會特別入心。上師講完課了，我還在「五蘊跟我沒關係」
的感悟中品味，站起來走路的時候都覺得是一具「行屍走肉」。忽然
想起上師的朋友圈，再去翻看， 「在生生世世的輪回裏，我曾經是
這個樣子嗎？」是啊！在生生世世的輪回裏，我們做過男，做過女，
做過天人，做過餓鬼……這些生滅的色相不過都是泡影，曾經的苦樂
感受、所思所行、各種認知也都如閃電般消逝，哪里有一個我呢？
這才發現上師今天在朋友圈上演的宮廷照，原來是給我們的課前預
演，提前激發我們去思考「五蘊裏面根本就沒有我」的真相。同時
我也發現有些道友真厲害，從評論中看得出一些道友
確實在體會上師的密意加持，有位道友說：「無羈之
自在。」上師就是因爲無我，才這樣自在啊！
不過，認識到「無我」是不容易的，要真正做到就更
難了。一向中規中矩的我直到當天深夜才打破執著，
一一做出了自己的男裝華服照，而且沒敢發朋友圈，
只是發給了上師，作爲突破我執、隨學上師的法供養。

這一活生生的教案在我心裏是如此地深刻而鮮活，一
直浮現在心頭，行住坐臥之間都會持續地品味其中的
法味。就在這樣的狀態下，第二天當我誦讀上師匯編
的《證悟捷徑》時，就會覺得與以往誦讀時不同，對
於「上師的真義」這個章節的內容有了更入心的認知。
彌勒佛在《大乘莊嚴經論》中說：「正如太陽揉合無
數的光芒，從事一個活動
一直不斷地照耀世界，同樣，法身的
無漏界，揉合無數諸佛，從事一個事行
用超絕的智慧照耀、啟
迪人心。」我們面前的上師顯現爲各種凡夫相來教導我們，而他的
體性實際上是勝義上師，即法身佛。這是顯宗和密宗都同樣秉持的
共同的觀點，本師釋迦牟尼佛滅度前也如此留下教言：「阿難莫憂
傷，阿難莫哭泣，末法五百世，我現善知識，饒益汝等衆。」
讀著讀著，對上師法身佛的意涵產生了進一步的定解，就在這時，
眼前躍入《金剛經》的偈子：「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忽然之間恍然大悟：原來上師在朋友圈曬自
己的宮廷照是一場考試啊！別人有沒有中招，我不知道，總之，我

是中招了。我中招的不是在上師這男男女女的形象上，而是在分別
上師顯現的各種行爲上，我沒有認出上師法身佛「用超絕的智慧照
耀、啟迪人心」的現身說法，而以邪見分別上師行爲「不合威儀」。
我以偏執見上師，以表相見上師，又如何能見到如來呢？
又一次翻回上師的朋友圈，這次終於點了贊，而且也加入到評論的
行列，留下了自己的心得
師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十多天中，這一堂活生生的教課一直在我心中啟發著我的正知正
見，我也常常翻回 5 月 2 日的朋友圈，看到那麽多衆生因爲上師的
這一示現而歡喜、而思維，很多道友在評論中發表的心得也都帶給
我啟發。
尤其是和一些道友聚會的時候，大家說起上師的這個朋友圈都特別
歡喜，大家都覺得上師非常接地氣，跟著上師學佛很好玩、很快
樂，在生活中處處都能體會到佛法，運用到佛法。
看到道友們如此歡喜，我不斷地在心中問自己：爲什麽你總是那麽
緊張？爲什麽你總是想要停留在斷除道摒棄一切？爲什麽你就不能跟
大家一起玩耍？我想都是因爲我執深重的原因。如果真的了知一切空
性的道理，那麽，在無我的自在裏，在覺性的大悲中，又有什麽不可
以成爲利益衆生的方便呢？上師常常教導我們，弘法利生要「上契諸
佛之理，下契衆生之機」，我們把傳承久遠的珍貴佛法帶給衆生的時
候，要儘量做到與時俱進，以衆生歡喜的方式來弘揚佛法。
想通了這一點，我向上師法身佛合十祈禱：「上師，您了知一切，
您恆時都在教導弟子，祈求您加持弟子早日證悟無我空性，爲利益
一切父母衆生，學習一切善巧方便，包括學會玩耍。」
這是 5 月 11 日早課的祈願與回向，晚上，翻看上師的朋友圈，赫然映
入眼簾的竟然是
「修行不是放下一切，而是學會和一切玩耍。怎樣
才是玩耍？ 玩具不該控制你，就是這樣。
宗薩欽哲仁波切 」
你發了願，上師又來點醒你了
你真的準備好學習玩耍了嗎？你
真的能夠不被玩具控制了嗎？看來，這一課圓滿了，下一課又來
了……

這裏面就說，把摩利支天菩薩像做好了以後，
在佛陀很多的經典中，是明確說佛像、經書可

放在頭頂上（古代每個人頭上都有髮髻，所以

以佩戴身上。

可以戴在髮髻上面）；或者戴在手臂上、放在
衣服裏，都可以。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有些同學提到，在《印光
大師文鈔》裏講，印光大師是反對我們身上佩

如果我們身上帶著摩利支天像，以摩利支天菩

戴佛像的。 （詳見文鈔三編卷二《復鄔崇音

薩的威神之力，不會遇到災難，寃家沒辦法害

居士書》：「以釋迦佛像爲徽章，光絕不知其

你，所有的鬼神、所有的惡人，都沒辦法來害

事。事後道階來普陀，送光一徽章，光痛斥其

你。

褻瀆。」）
不僅在不空三藏翻譯的《摩利支天經》裏面這
印光大師確確實實有這樣的說法，這沒有錯。

樣說，在其他的《摩利支天經》裏面也說得很

印光大師反對的理由很簡單：我們對佛菩薩不

清楚：

恭敬，因爲我們有很多時候行爲不夠檢點。
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認爲自己很多時候不是
那麽恭敬，或者在一些不是很乾淨的地方，你

所以我們去年針對念滿十萬遍摩利支天真言的

戴著佛像會有負罪感，覺得不太好，那麽你應

道友們都會獎勵一張摩利支天的護身卡，正面

該聽從印光大師的教言，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經典裏所描述的這個摩利支天像，背面就
是《摩利支天經》。

但並不是說印光大師的話是唯一正確的。關於
「可以佩戴佛像」的說法，也是有根據的，在

再比如說，首楞嚴神呪戴在身上有種種的功

很多佛經中都有相關的教證理證。

德，可以消除一切的魔難，等等，這也是出自
《首楞嚴經》的教證。

比如，我們從去年開始一直在推廣的摩利支天
的修法，在不空三藏所翻譯的《摩利支天經》

還有， 《大隨求陀羅尼經》中講到，大隨求

中說：

陀羅尼佩戴在身上，功德也是非常大的。我們
以前講過的那個一個字掉到屍骨上，墮地獄的
大惡人就立馬成佛了的古代案例，說的就是大
隨求陀羅尼中的一個字。
在真言密教當中，有曳覆曼陀羅，專門是戴在

身上的。醍醐寺《三憲聖教》中記載：

陀親口所講的，你爲什麽不信呢？你如果是個
三寶弟子，你就應該相信佛陀講的話，遵照佛

曳覆曼陀羅被稱爲「無

陀講的話去做。

常衣」，你把它穿在身上、戴在身上，臨終的
時候就會正念分明，往生西方淨土， 「見佛

我們很多人可能是看了某一位祖師的說法，就

聞法，頓證菩提」。這個在真言密教當中也是

認爲是唯一正確的說法，這個我覺得也是有問

說得非常清楚的。

題的。我經常跟大家講，佛菩薩針對不同衆生
會有不同的說法。因爲衆生的智慧、見解不一

我們去過日本的道友都知道，在日本不管是天

樣，佛菩薩就需要「應機說法」。

台密教、真言密教，還是其他所有的寺院，都
有各種各樣的護身符可以請

他們叫「御

守」。御守裏面是什麽？其實就是佛像和呪輪。

就像密法中最基本的見解就是清淨見，在佛的
境界裏面一切都是清淨的，沒有什麽是不清淨
的。所謂「有些地方不清淨，有些地方清淨」，

在藏傳佛教當中更是如此了，所有的藏傳佛教

其實這也都是我們凡夫的分別念而已。我們自

修行者，幾乎每個人都有嘎烏盒，每個人身上

己也要慢慢轉變觀念，把不清淨的觀念轉變成

都戴著佛像、呪輪和經典，很多小孩子身上都

清淨的觀念。

帶著一長串的佛像，他們幾乎一輩子都帶著佛
像。嘎烏盒就是裏面裝有佛像、呪輪等殊勝加

印光大師講不能佩戴佛像，是針對有淨穢分別

持品的盒子。有些高僧大德的嘎烏盒就像小書

的人。你如果有很強的淨穢分別心，你覺得在

包一樣，很大很大。

有些地方戴著佛像不太恭敬，有壓力，或者你
確確實實有不恭敬的心，那麽你就不要戴。

在藏傳佛教當中也講到佩戴解脫（繫解脫），
例如大圓滿的續部

《如來一子續》，如果

但是，你如果有信心，希望時時刻刻能夠與佛

你得到這個灌頂傳承，你就可以把《一子續》

菩薩在一起，時時刻刻得到佛菩薩的庇佑和加

戴在身上。而且按照戒律， 《一子續》不能

持，那你就可以戴佛像。如果你還能淨觀一切

離開身體，必須戴在身上；離開了身體，就是

都是清淨的，那麽你就可以隨時隨地佩戴佛

違背戒律。

像。關鍵是你的信心和恭敬心，從本質上來
說，跟印光大師的觀點並沒有矛盾。

總之，這方面的教證理證太多了。說明在身上
佩戴佛像、經典、呪輪，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大家要多聞思修，多瞭解佛法的教義，

這個不管是在漢傳佛教當中、藏傳佛教當中、

多瞭解佛陀的說法，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

日本佛教當中，都是有這樣的一些習慣，而且

家要明白這個道理。

這些也都是有真正的經典和佛陀教言作爲根據
的，希望大家要多多瞭解。
就像《摩利支天經》裏面講的，你把摩利支天
菩薩像佩戴在身上，你可以消除一切鬼神惡人
對你的所有傷害，你就可以得到保護。這是佛

behave properly on many occasions. This
does make sense. If you feel that you do
not show enough respect to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most of the time, or you feel
guilty about wearing Buddha images at
dirty places, you should follow Master
Yinguang’s advice and there will be no
problem at all.
It is clearly stated in many Buddhist
scriptures that one can wear Buddha images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what Master

or sutras.

Yinguang said is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as the only correct view. The opinion that

For this question, some students mentioned

Buddhists can wear Buddha images is also

that Master Yinguang opposed wearing

supported by teachings and reasoning in

Buddha images as described in the

many Buddhist scriptures.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ster Yinguang.
(Please find the details in the Reply Letter

Take, as an example, the Marici practice

to Upasaka Wu Chongyin as follows:

we have been promoting since last year.

“I definitely did not know anything

It is stated in the Marici Sutra translated

about making badges with the image of

by Amoghavajra that “If one wants to

Shakyamuni Buddha on them. Later, when

make offerings to Marici Bodhisattva,

Daojie came to Mount Putuo and gave

one should make an image of Marici

me such a badge, I severely reprimanded

Bodhisattva of gold, silver, copper, white

him for desecrating the Buddha.” See the

sandalwood or red sandalwood. The image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ster Yinguang,

can be in the form of a goddess of half

Volume 2, Third Edition.)

an inch or between one and two inches in
height, either standing or sitting on a lotus

It is true that Master Yinguang did say

flower. It should be perfectly adorned with

so. The reason for his objection is very

ornaments such as a crown and necklaces.

simple—we are disrespectful to Buddhas

The goddess should be holding in her left

and Bodhisattvas because we do not

hand a heavenly fan that resembles the one

held by the heavenly maids standing before

can wear not only the images but also the

Vimalakirt, and her right hand should be

sutras of Buddhas, which will protect them

lowered with the palm facing outward and

and ward off calamities.

the five fingers extending in the gesture of
bestowing blessings. There should be two

This is why we awarded an amulet card of

heavenly maids standing on both her sides,

Marici Bodhisattva to each of those who

each holding a white duster in their hands.

had finished chanting the Marici mantra

Once the image is made, one can wear it on

one hundred thousand times last year. The

his head or his arm or place it in his clothes.

amulet card bears on the front the image

Thanks to the mighty divine power of

of Marici Bodhisattva as depicted in the

Marici Bodhisattva, the person wearing her

Marici Sutra, and on the back the text of

image will not encounter any disasters. He

the Marici Sutra.

will always prevail over his enemies, and
no villains, ghosts nor demons will harm

Another example is the Shurangama

him.”

mantra. It is stated in the Shurangama
Sutra that wearing the Shurangama mantra

As described in this Marici Sutra, once

generates various merits such as subduing

the image of Marici Bodhisattva is made,

all demons.

people can wear it on their head (in ancient
times, everyone wore their hair up in a bun

Furthermore, it is stated in the Sutra of

so the image could be put on the bun) or

Mahapratisarah Dharani that enormous

their arm, or place it in their clothes.

merits will be generated by wearing the
Mahapratisarah Dharani. We have talked

If we wear the image of Marici Bodhisattva,

about a story of a very evil person in ancient

her mighty divine power will protect us

times who fell into Hell but immediately

from harms by disasters, enemies and all

attained liberation and Buddhahood after a

the villains, ghosts and demons.

small piece of cloth from a worn prayer flag
with a syllable of a mantra on it fell on his

Apart from the Marici Sutra translated by

remains.

Amoghavajra, it is also clearly stated in
other versions of the Marici Sutra that one

In the Shingon Sect of Esoteric Buddhism,

there is a mandala covering especially for

scriptures. Many Tibetan children wear

people to wear. It is stated in the Daigo-ji

a long string of Buddha images and keep

Sanken Holy Teachings that “the mandala

wearing them for their whole life. The

covering is also called ’the clothes of

Gha-u boxes usually contain objects of

impermanence’. It helps a dying person

supreme blessing power, such as Buddha

to be mindful and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images and mantra wheels. Some eminent

of Ultimate Bliss where he could see the

monks and masters wear very large Gha-u

Buddha and hear the Dharma to quickly

boxes about the size of a small schoolbag.

attain Buddhahood.” The mandala covering
is called the clothes of impermanence. By

In Tibetan Buddhism, there are also

wearing or carrying it on you, you will

teachings about liberation by the act of

remain mindful when you are dying and

wearing. For example, you can wear the

will be reborn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Single Son of the Buddhas Tantra (Sang

where you will see the Buddha and hear the

Gyay Say Chig Gyu), a Dzogchen Tantra, if

Dharma to quickly attain Buddhahood. This

you have received the initiation. In addition,

is made very clear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according to the precepts, once wearing

Shingon Sect of Esoteric Buddhism.

it, one cannot take it off and must keep
wearing it all the time; otherwise he would

Our Dharma friends who have visited

break the precepts.

Japan know that there are various amulets
kn o w n as O mamo r i av ailable in all

All in all, there are plenty of the Buddha’s

Japanese temples of Tendai, Shingon or

teachings and arguments through reasoning

other traditions. What are in the Omamori?

that justify the practice of wearing Buddha

Actually, inside are Buddha images and

images, scriptures or mantra wheels. As a

mantra wheels.

common tradition in Chinese, Tibetan and
Japanese Buddhism, this practice is well

This is all particularly true in Tibetan

based on authentic scriptures and teachings

Buddhism. Nearly all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Buddha. I hope you will learn more

of Tibetan Buddhism wear a Gha-u box.

about this.

Basically, everyone in Tibet wears Buddha
images, mantra wheels and Buddhist

As stated in the Marici Sutra, by wearing

the image of Marici Bodhisattva, you will

towards “pure” and “impure”, and you feel

be protected from any harms caused by

disrespectful wearing Buddha images at

all ghosts, demons and evil people. This is

certain places and are concerned about it, or

what the Buddha told us personally, so why

you actually have a disrespectful attitude,

don’t you believe it? You should believe the

then you should not wear Buddha images.

words of the Buddha and act accordingly if
you are a disciple of the Three Jewels.

However, if you have faith and want to
be with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Many of us may learn about the opinion of

constantly to receive their protection and

a certain patriarch and assume it is the only

blessing, you can surely wear Buddha

correct view. I find that to be problematic.

images. What’s more, if you can view

I often say that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everything as pure, you can wear Buddha

give different teachings to different beings.

images anytime and anywhere. It all

They always adapt their Dharma teachings

depends on your faith and respect. In

according to the capacities of their students

essence, it does not conflict with what

as sentient beings’ wisdom and views vary.

Master Yinguang said.

For example, the most fundamental view

Therefore, we should work harder on

in Tantric Buddhism is pure perception. In

hearing, contempl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the vision of the Buddha, everything is pure

Dharma, and learn extensively and deeply

and nothing is impure. The idea that “some

about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is is

places are impure while some other places

very important. I hope you all understand

are pure” is, in fact, just a dualistic thought

this.

of the ordinary beings. We should gradually
change our mind to turn impure views into
pure ones.
Master Yinguang’s advice against wearing
Buddha images is meant for those who
discriminate between “pure” and “impure”.
If you have a strong discriminating mind

教示に従うべきであり、その場合は問
題ありません。
しかし、ただ印光大師のこの教えだけ
が正し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仏像を身につけても良い」という説
についても根拠があり、多くの経典の
仏様の数多くの経典の中には、仏像と

中にこの教えに関する教義、教理があ

経典を身に付けても良いということが

ります。

明確に説かれています。この質問につ
いて、ある教え子は『印光大師文鈔』

例えば、私たちは去年から摩利支天の

の中で、印光大師は仏像を身につける

修法を広め続けていますが、不空三蔵

ことを反対されている（文鈔三編卷二

が翻訳された『摩利支天経』の中では「若

『復鄔崇音居士書』を読むと、「お釈

し摩利支菩薩を供養せんと欲する者は、

迦様の仏像をバッジにしていることな

應に金或は銀、或は赤銅、或は白檀、

ど印光は全く知らず、後ほど道階が普

香水、或は紫檀木等を用いて、摩利支

陀山に来て印光に一枚のバッジを贈っ

菩薩の像を刻みて作れ。天女の形の如

た際、印光に冒涜行為だと叱られた。」

くにして長け半寸ばかり、或は一寸、

という話を挙げます。

二寸已下なるべし。蓮花の上に、或は
立ち、或は坐し、頭冠瓔珞種々荘厳し

印光大師は確かにこの様な言い方をし

て、極めて、端正ならしめよ。左の手に、

ておられ、これは間違いではありませ

天扇を把り、その扇は、維摩詰前の天

ん。私たちは常に正しい行いをするこ

女の扇のごとく、右の手は、垂下して、

とはできないので、仏や菩薩に対し不

掌を揚げて外に向ひ、五指を展べ、與

恭敬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

願の勢に作れ。二天女あり、各々白拂

うのが印光大師が反対する理由なので

を執て、左右に侍立す。この像を作り

す。これは道理にかなっています。も

成んなば、頂上に戴き、或は臂上に載せ、

し自分がそれほど恭敬ではないと思う

或は衣の中に置かば、菩薩威神力を以

場合、或いは清くない場所にいる際に、

て、災難に逢はず。怨家の處に於て、

仏像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で罪悪感を感じ、

決定して勝つことを得、鬼神悪人も能

良くないと思うのなら、印光大師のご

く便りを得ることなし。」と書かれて

います。

の魔障や困難を取り除くことができる
等、種々な功徳をもたらせるという教

ここでは、摩利支天菩薩の像を作り上

えが書かれてあります。

げましたら、頂上に戴いたり（古代の
人々は髷を結うので、髷の上に戴くこ

そのほかに、『大隨求陀羅尼経』の経

とが出来ます）、臂に付けたり、服の

文でも、大隨求陀羅尼を身に付けたら

中に収めたりしても良いと書かれてい

非常に大きな功徳が得られることが説

ます。

かれてあります。以前にお話しした、
一つの文字が白骨に落ちて付いたなら、

もし私たちの身に摩利支天の像がつけ

地獄に落ちた大悪人が直ちに成仏した

ていれば、摩利支天菩薩の威力を以て、

という、古代の例え話がありますが、

災難に遭わず、敵に害されず、一切の

それが正に大隨求陀羅尼の中の一文字

鬼神及び悪人はあなたを害することが

のことです。

出来ません。
真言密教では、曳覆曼荼羅という身に
不空三蔵翻訳の『摩利支天経』のお経

付ける為の曼荼羅があります。醍醐寺

だけではなく、他の『摩利支天経』の

に保存してある『三憲聖教』の中に、

中でも、仏像だけでなく、仏様の経典

「曳覆名無常衣。此臨終正念決定往生

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でも厄除けと護身の

極楽浄土見佛聞法頓證菩提之法衣也。」

効果があると、はっきり説かれてあり

曳覆曼荼羅は「無常衣」と呼ばれ、自

ます。

分が着たり身に付けたりすることによ
って、臨終の際に正念分明ができ、西

ですから、去年は摩利支天真言を十万

方の極楽浄土に往生せられて、「仏様

遍誦えたメンバーに一枚の摩利支天の

にお目に見えし法を聞いて、即に菩提

護身カードをお配りしました。カード

を悟る」と、これは真言密教の教えの

の正面は経典の中に書かれている通り、

中ではっきり説かれてあります。

摩利支天像が描かれ、裏面は『摩利支
天経』の経文と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に行ったことのあるメンバーはご
存じだと思いますが、日本では、天台

更に例を挙げると、『首楞厳経』の中

密教や真言密教だけでなく、どのお寺

にも、首楞厳神呪を身に付けると一切

にも色々な御守りが置いてあります。

その「御守り」の中身こそが仏像と呪

良いでしょう。

輪なのです。
『摩利支天経』の中に説かれているよ
チベット仏教でも同様です。ほとんど

うに、摩利支天菩薩像を身に付けたら、

のチベット仏教の修行者はガウ箱とい

すべての鬼神や悪人からの傷害を取り

うものを持っており、仏像と呪輪と経

除いて、身を守ることができます。こ

典を身に付けています。多くの子供は、

れは仏様が自ら説かれた事で、どうし

一生の間、肌身離さず数多くの仏像を

て信じ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もし本当に

身につけています。ガウ箱は仏像と呪

三宝の弟子でしたら、仏様が説かれた

輪などの殊勝な加持品を入れる箱です。

教説を信じ、仏様の教説に従い行うべ

中には、まるで小さめのランドセルの

きです。

ような大きいガウ箱が持っている高僧
大徳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チベット仏

多くの人は、ある一人の祖師の観点を

教の中では、付け解脱について説かれ

読むと、それが唯一の正統な教えと思

た内容があります。例えば、ゾクチェ

いこんでしまいますが、それは問題で

ン・タントラーー『如来ー子続』の場

す。私はみなさんに、仏菩薩は異なっ

合は、この灌頂伝承を受けられた者は、

た衆生に対し異なった説法を説かれる

この『一子続』を身につける事ができ

ということを、よくお話をしています。

ます。しかも、戒律に従い、絶対に身

衆生の知恵や見解はそれぞれ違います

から離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ひと時でも

ので、それに応じて説法する必要があ

離してしまうと、戒律違反とみなされ

るのです。

ます。
密法の中で、もっとも基本的な見解は
総じて、仏像と経典と呪輪を身につけ

清浄見にあるように、仏様の境界の中

ても良いという事を証明できる教義や

ではすべてが清浄であり、不清浄なも

教理は多くあります。これは漢伝仏教

のは何もありません。「このところは

の中でも、チベット仏教の中でも、日

不清浄で、このところは清浄です」と

本仏教の中でも、皆同じくこのような

いうのはただ私たちの分別念であり、

習慣があり、更にそれらはすべて、正

私たちは不清浄な観念を清浄な観念に

統な経典と仏様の教説が根拠となって

徐々に転換する必要があります。

います。みなさんも良く調べてみると

印光大師が仰った、仏像を身に付けて
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は、浄穢の分別念
を持つ人に対する話です。もしあなた
自身の浄穢分別念が強く、場所によっ
て、仏像を身に付けていることが不恭
敬な気がして罪悪感を感じる、もしく
は確かに不恭敬な心持ちであれば、付
けない方がいいでしょう。
し か し な が ら、 自 分 が 信 心 を 持 ち、
四六時中仏菩薩と共にいたいと願い、
いつでも仏菩薩の保護とご加持を頂き
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があれば、仏像を身
につけても良いでしょう。若しくは、
自分が全てのものに清浄な観念を持つ
ことが出来れば、いつでもどこでも仏
像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ができるでしょう。
それは自分自身の信心と恭敬心による
もので、本質的な面でいうと、印光大
師のご観点と矛盾していないのです。
ですから、仏法の教義を多く勉強し、
仏様が説かれた法をたくさん聴聞する
ことは非常に重要なことです。この道
理を皆さんが理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思います。

■
作
者
楊
金
梅

那個冬日的下午，
獨自坐在火車上，回家鄉去看望身陷囹圄的親人。看著車
窗外蒼茫的大地，如煙的往事歷歷在目，感慨萬千。不禁
想起了智廣阿闍梨在最近微信書

《恍然若夢》自序中

引用的無垢光尊者的教言：

臨出門前，我特意把這套微信書包上書皮，把上冊放到了
隨身包裏。我想著，在這樣一個孤獨而又五味雜陳的旅途
中，有了這本書的陪伴，就一定會讓我不再寒冷和孤單。

我想念您的方式之一，是聆聽您的聲音。在您幽默而睿智

的開示裏，在您「只要平凡」的歌聲裏，甚至在

我知道，穿越了無數的世界，我已虛度了太多的

您稀有的微信語音留言裏，一次又一次地聆聽，

時光，不論我多麽頑劣懈怠，您依然對我不離不

一遍又一遍地感受您的慈悲，一遍又一遍地體會

棄……

您的智慧。
我知道，往後餘生，跟隨您聞思修行，做文宣，
我想念您的另外一個方式，就是反復看您的朋友

生命哪怕只有一天也非常有意義……

圈，細細品味這些帶著您溫度的文字。看到這些
或凝重、或幽默的文字，和這些圖配在一起，是

記得有一年，看到一位老師把您某一年的朋友圈

那麽默契！我常常在想：這該凝聚了您多少心血

做成了微信書，好羡慕他。那一刻，把您的朋友

和時間啊！無數個深夜，您在浩如煙海的文章中

圈做成微信書分享給更多的人，就成了我一個甜

反復搜尋，只爲選擇一段，給我們這些也許並不

蜜而執著的夢想。是您慈悲讓我做文宣，賜予我

曾體會您良苦用心的人。也有人不理解，問您：

實現夢想的機會，是您讓我夢想成真，感恩您！

「您這麽忙，爲什麽還花費這麽多精力發朋友圈
呢？」您說：「哪怕有一個人看到了，對他有所

我想知道，七百多頁，厚厚的兩本，一天只需一

幫助，生命發生改變，辛苦點我也覺得是值得

元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程陪伴，上師最溫情

的。」

的告白，您願意擁有嗎？您願意分享給至愛親朋
嗎？

車窗外，蒼茫的大地在不斷變換著容顏。厚厚的
《恍然若夢》，銅版紙的質感，沉甸甸的分量。
透過這些溫暖的文字，您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給我最溫暖的陪伴。我捧著她，讀了又讀，想了
又想。在時而會心一笑、時而慚愧的淚水裏，我
慢慢懂得，慢慢相信，其實您，真的從未離開，
不論我在哪裏，都在您的心裏。我有些後悔，該
把下冊也一起帶來的，在人生漫長而短暫的旅途
中，能夠有這樣一個安靜的下午，在飛馳的列車
上，讀這些智慧的文字，看這些溫暖的圖片，是
多麽幸福而美好！

我知道，在這個世界的角落裏，當您找到我的時
候，我已沉睡許久，是您一直陪在我的身邊，不

掃二維碼可請購限量版四明智廣的

忍離去，一遍又一遍溫柔地呼喚我，期待我從輪

微信書《恍然若夢》

回的迷夢中醒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