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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親愛的讀者，
遲遲未能順利出刊文殊雜誌，在此向大家致上
最深的歉意！是因我們編譯小組的主編在去年年
底身體違和，以致雜誌出版的延宕，相信今後我
們一定能夠如期出刊。
2016 年發生了許多的事情，達欽法王已於西元
2016年4月29日清晨，在西雅圖法王府內圓寂，安
住甚深禪定，直到5月5日入大涅槃。
5月41任法王在西班牙薩迦基金會的大殿堂內傳
授了金剛瑜珈母一系列的教學，也在法蘭克福給
予了殊勝的道果教授，由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
複講； 2017年三月是歷史性的時刻， 42任薩迦法
王在印度普魯瓦拉登基座床；緊接著大寶金剛法
王座床大典順利圓滿之後，就回到德拉敦薩迦寺
傳授道果，有近千位僧尼們前來參加，領受殊勝
法教。
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則是一如過往，每年都在
世界各地，如：蒙古、新加坡、台灣、菲律賓和香
港等地舉行護國息災普巴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今
年 8月中旬智慧金剛仁波切圓滿了在台灣的弘法活
動後，返回歐洲處理法務，緊接著前往藏區，在德
格、康定、四川等地都給予殊勝的教法。我們都非
常的法喜，薩迦派具德上師們都能不間斷的在世界
各地大轉法輪，利益廣大的眾生。
今年普賢祈願大法會將於2017/12/26~2018/1/4
首次在印度菩提迦耶舉行，屆時還希望大家能夠
一如過往慈悲給予贊助。
我們期許文殊雜誌能夠繼續傳遞薩迦法王昆氏
家族度母宮的訊息及智慧給大家。敬祝大家平平
安安、順順利利！若大家有好的文章、心得，也
希望您們能夠提供來和大家分享。
編譯小組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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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苑

初轉法輪
六萬億載在中供養
六萬億諸佛世尊。
及若干種仙人學遊居其中。
1
波羅奈國 諸天龍神所共嗟歎無極大法稽首歸命。
千億諸佛悉念本末
在此神仙樹木之間，應轉法輪。
寂然惔怕，不睹無智暗冥之黨。
以此之故，在此神仙樹木之間而轉法輪。
摘自《普曜經》

時

四菩提樹神

3

4

問初成道的喬達摩 ：
5

2

6

是言 。

古城約

「鹿野苑」之原文सार् न ाथ् (Sārnāth)，

十二公里處的鹿野苑初轉法輪？」世尊作如

源自義為「鹿王」之梵文सारन्गनाथ

「為什麼選在距離瓦拉那西

1. 波羅奈國：梵名 वाराणसी (Varanasi)，今音譯地名作「瓦拉那西」。中印度古國，在摩羯陀國之西
北。釋迦牟尼成道後，在此地的鹿野苑初轉法輪，度憍陳如等五比丘。
2. 譯者按，經文引自《普曜經》卷第七〈梵天勸助說法品第二十三〉

3. 四菩提樹神：four gods of the Bodhi tree。《普曜經》云：「時佛樹神名曰法明，又名法樂，又名法
意，又名法持。」
4. 喬達摩：Gautama，世尊原名，全名悉達多．喬達摩(Siddhārtha Gautama)。
5. 瓦拉那西：請參考註1。

6. 譯者按，即前引《普曜經》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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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
為了給先前的五位修行夥伴傳授教他在
菩提樹之下證悟的難以形容的真諦，佛陀才
來到在這裡找尋他們。在初轉法輪的時候，
佛陀為這五位苦行者宣說四聖諦、八正道和
十二緣起，他們因此證得阿羅漢。當時有
五十五位瓦拉那西精英追隨他們，因此證悟
的僧伽一下子增加到六十位。後來佛陀就派
鹿野苑達梅克塔

遣他們到各地方弘法。

(Sāranganātha)。世尊在因地有一生，是徜

由於這種大善行，仙人鹿園 —鹿野

徉在這塊土地上的鹿群之王。有一天，波羅

苑之別名—弘法的象徵，也是朝聖中心。

奈國王遊獵至此，當國王把箭瞄準一隻懷孕

從阿育王的時候起，陸續建造了許多寺院，

的母鹿時，鹿王奮不顧身地願以自己的生命

並且在寺院中安置和贊助了無數的精湛雕像

交換母鹿之命。國王深受這個高貴情操之感

和文物，也護持數以千計的僧眾，象徵著國

動，不但放過牠們的生命，而且宣布這塊公

家富裕和國力強盛。無數的舍利塔、寺院和

園為鹿群的保護區。

聖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那些不只紀念歷史

鹿野苑也是聖者禪修的首選地，在全盛
7

時期，這裡居住了很多追求悟道的仙人 ，所

地行菩薩行的諸佛。從廢墟中挖掘出來的文

8

物，證明除了原始佛教以外，大乘佛教和金

又稱為「仙人墮處」

，傳說昔時有五百仙

人在鹿野苑深深入定時，有眾天神通知他們

剛乘佛教也曾在此地盛行。

佛陀將誕生的消息，剎時所有五百仙人同時

這些令人驚歎的宗教建築財富，直到

升天入涅槃，他們的遺物如陣雨般墮回這塊

十二世紀被入侵的土耳其回教徒破壞殆盡，

7. 仙人：梵文रिषि (rishi)，

8. 仙人墮處：the Place of the Falling Sages。

2

佛陀的一段紀錄，也紀念那些曾經在這塊土

文殊．第 19 期

2017 • 秋

鹿野苑阿育王石柱

喬堪祗塔

鹿野苑獅子石雕

主要大殿

幾乎把佛教夷為平地。曾經引以自豪的宗教

紀念性建築物標示了這是佛陀為五比丘初轉

藝術、知識和活動的主要朝聖中心，令人注

法輪的地方。從它基座上保存下來的精湛雕

目表達的一個朝聖的主要中心，如今所呈現

刻碎片，遊客可以想像它從前光彩壯麗的景

的是一片平地，僅能從挖掘出來的遺跡輪

象。

廊，想像當年的盛況。

一進入鹿野苑，迎面而來的是令人難忘
0

唯一倖存的是依然俯視這塊土地的達梅

的朝山丘 ，七世紀的時候，玄奘大師來到這

克塔 ，也成了如今數以千計的朝聖者，造

9

處遺跡，在他的描述中形容是「一座令人驚

訪鹿野苑時的主要焦點。對它的共識是這座

艷的巨塔」，這座塔紀念世尊得道之後，五

9. 達梅克塔：Dhamekh Stupa。

10. 朝山丘：Chaukhandi mound，又稱五比丘迎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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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塔

比丘迎接佛陀的地方。當初作為冠頂的倒立

它和達梅克塔同樣被認為是世尊首次宣說教

花瓶圓頂，如今被十六世紀蒙兀兒皇帝豎立

法的可能地點。由於命運幸運扭曲的結果，

的八角形塔取代了。

法王塔在歷史上因為要作為建材而被拆除，

在廢墟覆蓋下的這一片土地中，有著正

使得鹿野苑成為具考古價值的重地。這座在

殿是目前朝聖者焦點之一的廣闊寺院的遺跡。

三世紀時由阿育王建造的佛塔，被認為是要

緊鄰的是阿育王石柱殘跡，紀念佛陀派遣首批

供奉從拘尸那揭羅挖掘到的部分佛舍利。在

六十個弟子到各地弘法。在它的歷史過程當

十八世紀末的時候，為了活用塔身的磚塊，

中，柱頂原有已成為印度國徽的雄獅，非常可

當時的瓦拉那西統治者下令拆毀它。當工人

能被閃電擊中，自從它崩落以來，顯然未被碰

們拆解塔身的時候，在碎石中發現一個裝在

觸過，現在成為鹿野苑歷史博物館值得驕傲的

石棺內的綠色大理石骨灰盒。當撬開的時

典藏。

候，裡面裝滿 了珍珠、紅寶石、黃金，白銀
q

鹿野苑的另外一個主要景點是法王塔 ，
11. 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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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寶物和燒焦的骨頭；後者被認為是佛陀的

寺廟舊照

緬甸法輪寺舊照

摩犍陀寺

安那嘎里卡‧達摩帕拉雕像

骨灰，被灑進了恆河，其餘的部分都交給知

的光榮，十二世紀貝拿勒斯葛文陀犍陀羅國

名考古學家保管。這一批以及其他出土的文

王

物，激起考古學家的好奇，導致發現了地下

院。在這座寺院的廢墟中，發現一塊石板，

的寶藏泉源，奠立了鹿野苑成為佛教朝聖的

上面刻有六種語言的偈頌，讚歎鳩摩羅媞毘

重地。

王后無與倫比的功德：描述她完完全全的虔

最後一處，也是在鹿野苑建造的最大寺
w

院，緬甸法輪寺 。為了重振鹿野苑日益褪去

e

的虔誠王后鳩摩羅媞毘

r

建造了這座寺

誠和守戒，儀態端莊令人喜悅，以及她行步
安平，穩如象王。偈頌當中也描述她所建造

12. 緬甸法輪寺：Dharhachakra-jina Vihara。

13. 貝拿勒斯葛文陀犍陀羅國王：Benares King Govindachandra。
14. 鳩摩羅媞毘：Kumaradevi。

2017 • 秋 第 19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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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是在該處挖掘出來的許多雕像之一的
複製品。
那些昔日令鹿野苑成為宗教藝術和教育
主要中心，而得以倖免於入侵者和獵寶者掠
奪的許多雕像和文物等寶藏，目前都收藏在
鹿野苑歷史博物館供大眾參觀。
許多展示的作品，可以追溯到第四世紀
i

到第六世紀統治次大陸的笈多王朝 ，呈現出
和平與富裕的氛圍，不論在所有的知識和藝
術領域，都具有無比先進的地位，而且創造
了我們所知道的印度文化。展示在博物館的
一些雕像，尤其是這個時期的作品，都深具
吸引力之美，並未因困擾它們的壞運氣而受
摩犍陀寺的佛像

損。

的寺院猶如大地莊嚴，必定如日月永駐。諷

當我們漫步在鹿野苑廢墟的時候，很難

刺的是寺院造好不久，連同周圍的一切都被

不被每一塊磚和每一顆石頭散發出來的涵義

土耳其回教徒破壞殆盡。

和強度感動，也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只有特別

世尊成佛之後的第一個雨季，在鹿野苑

幸運的人，才能夠來到初轉法輪的地方。

的摩犍陀俱提寺閉關，它的廢墟包括美侖美
t

煥的還願塔 ，目前維修情況非常良好。附近
y

有一座現代化的摩犍陀寺 ，是在1931年由斯
里蘭卡摩訶菩提協會創辦人安納嘎里卡 • 達
摩帕拉建造的，目前也由該協會負責維護。
該寺院是一個活動的中心，由當地僧眾每日
唱誦《初轉法輪經》。牆壁上是由日本藝術
家野生司香雪

u

所繪迷人的佛陀本生故事彩

繪。大殿上是正在教法印的坐姿鍍金佛陀雕
15. 還願塔：votive stupas。

16. 摩犍陀寺：Mulgandha Vihara。

17. 野生司香雪：日本藝術家Kosetsu Nosu。
18. 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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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苑典藏珍貴的石雕佛像

教史傳承

阿難陀―多聞第一
法藏受持者

阿

1

難陀 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他與舍利

喜」，而他的一生也過得「名」符其實。他

弗和目犍連等三人，是最親近佛陀的

深受佛陀和僧眾愛戴和讚美，而他的建議也

弟子。直到佛陀般涅槃，他從侍佛陀二十五

廣受在家眾的歡迎。他也幫助女眾求請佛

年，佛陀示寂時，他也隨侍在側。他俱生記

陀，成立了比丘尼教團，推動此事業不遺餘

憶力驚人，如今經藏得以保存，他功不可

力。

沒。

他幼年時，與堂兄阿那律及親哥哥提婆
阿難陀是佛陀的堂弟，世尊成道日之

達多等釋迦貴族子弟一起出家

2

，在三十七

夜出生。他們倆都屬於釋迦族武士階級。在

歲時受比丘戒。和他的堂兄們相比，阿難陀

巴利語和梵語中，「阿難陀」的意思是「慶

直到晚年才證悟阿羅漢。佛陀55歲那年，召

2017 • 秋 第 19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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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僧伽集會，當眾公開表示他始終沒有一位

為了要鞏固佛陀的教法，以及毘奈耶

固定可靠的隨侍，現在想要找一位這樣的侍

律儀，在佛陀示寂之後，尊貴的摩訶迦葉召

者。儘管眾比丘當中，阿難陀是唯一不曾當

集比丘眾開會，規定只有五百位阿羅漢可以

過佛陀侍者的人，但是，佛陀特別選他承擔

參加。因為阿難陀是佛陀多年以來講經說法

這個重要角色。從那天起，一直到世尊般涅

完美無瑕的容器，他勢必應該參加。但是令

槃，阿難陀從未離開佛陀身邊。

人意外的是，在佛陀所有顯赫的弟子當中，

佛陀時常派阿難陀代表他為會眾說法，

阿難陀是唯一沒有證得阿羅漢的人。於是，

或更完整的向他們解釋先前教過的法。佛陀

他奮發修行要得到解脫，終於在集會之前成

時常讚歎阿難陀的功德，主要是他對正法的

就阿羅漢，於是贏得了「法藏受持者」的稱

熱忱、他的智慧、不傲慢和熱情大方。他給

號。

每個接近他的人帶來歡喜，他沒有敵人。佛

佛陀示寂之後，摩訶迦葉成為付法藏第

陀證實他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隨侍。例如，

一祖，而阿難陀則為第二祖。阿難陀奉獻僧

有一次嫉妒的提婆達多激怒一隻大象去殺世

伽一直到一百二十歲示寂為止，保存了佛陀

尊，阿難陀挺身而出擋在中間。

所說的無價法藏。

但是，阿難陀之所以成為十大弟子，主
要是在於他驚人的記憶力。數十年來，他參
與了佛陀無數的講經說法，對於佛陀所說的
字字句句都完全記住，並且徹底了解它們的
意義。據說他能夠牢記每件事物，即便是只
聽過一次。他能夠毫無遺漏的複誦長達六萬
字的佛陀教授，連一個音節都不遺漏。他之
所以能有這種成就，主要的原因是 他的心毫
無罣礙而成法器。

1. 阿難陀：梵名आनन्द (Ānanda)，巴利名同。略稱「阿難」

2. 譯註：阿難陀幾歲出家已難考證。據載有「釋種諸王子出家」之說，佛陀父王淨飯王有三位王弟，
即白飯王、甘露飯王和斛飯王等是。三位王弟各育二子，包括白飯王王子提婆達多和阿難陀；甘露
飯王王子摩訶那摩和阿那律；以及斛飯王王子跋提和婆娑等。摩訶那摩又名摩訶男，是阿那律的親哥
哥，也就是佛最初所度五比丘之一。依此記載，阿那律是阿難陀的堂兄，而提婆達多則是阿難陀的親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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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行的重要性
―第四十一任薩迦法王為《四加行儀軌》所作之開示

勝的道果傳承中，不共的四加行有四

殊

發菩提心是為了進入大乘之道，絕非

種特勝之處：1.灌河之水從未乾涸；

僅止於尋求個人解脫，而是為利一切眾生之

2.傳承加持未曾間斷；3.口訣次第正確無誤；

故。只求個人解脫，即是證悟的最大障礙。

4.行者誠願必得圓滿。

修行道中，淨化一切惡業與染汙極其

正因為人身難得，佛法難值遇，修行更

重要。我們無始以來生生世世的惡行，包括

須建立在穩固的地基上。因此，所有加行的

日常生活中所生起的一切負面情緒和二元想

修持都非常的重要。

法，以及任何身與語的惡業皆須淨化。若不

皈依是佛法的根本，是一切戒律的基

清除這些障礙，則難以獲得任何成就。淨除

礎，也是佛教徒與非佛教徒的分野。皈依

這些惡業最好的方法，就是修持金剛薩埵淨

後，我們即可直接領受三寶的指引。

化法，金剛薩埵乃一切佛部之主。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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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禪修金剛薩埵與唸誦百字明，以四力來

類，此處是共通的上師瑜伽，任何受過主要

懺罪並淨除所有的惡業。

無上瑜伽部密續灌頂者皆可修持。當大家思

同時，我們也必須累積資糧。為了證得

及有多位皈依對象時，若能將其合而為一，

佛果，我們必須了悟自心本性。了悟自心本

則可生起更大的虔誠心。是故，我們應具足

性唯一之道，即是積聚功德來獲得上師的加

虔誠心來唸誦上師祈請文。因為僅只是口誦

持，並藉此得到諸佛的加持。積聚功德最佳

都有功德，更何況是全神貫注且具信地持

之道，即是修持供曼達。若具正確的發心，

誦，將積聚更多的功德。藉由迎請和領受上

真摯的虔誠心，並且觀想清晰，則此心意觀

師的加持，可以迅速證悟自心本性；當能證

想供養和實體物質供養是無分別的。因此，

得心性，餘等亦皆了悟。

如法修持一座供曼達的功德，甚至會超過幾
劫無數的物質供養。
在此修道上，最重要的就是上師。上師
有如盲者之眼，病者之醫，太陽的聚光鏡，
令我們能夠獲得佛的加持 —是一切共與不
共成就的根源。因此上師瑜伽非常重要，特
別是在密乘的傳統中。上師瑜伽有很多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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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法的道路上，每一個加行都有其重
要性，可為我們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無
論我們做多少數量的加行，都應該用心且不
草率的盡力修持。

開示文集

《隨念三寶經》（三）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隨念佛經》
法尊法師

從藏譯漢

頂禮一切智智尊！
如是佛薄伽梵者，謂：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
諸如來者，是福等流，善根無盡。安忍莊嚴，福藏根本，妙好間飾，眾相花敷，
行境相順，見無違逆。信解歡喜，慧無能勝，力無能屈。諸有情師，諸菩薩父，眾聖
者王，往涅槃城者之商主。妙智無量，辯才難思，語言清淨，音聲和美；觀身無厭，
身無與等。不染諸欲，不染眾色，不染無色。解脫眾苦，善脫諸蘊，不成諸界，防護
諸處。永斷諸結，脫離熱惱，解脫愛染，越眾瀑流。妙智圓滿；住去、來、今諸佛世
尊所有妙智；不住涅槃，住真實際。安住遍觀一切有情之地。是為如來正智殊勝功
德。
正法者，謂：善說梵行。初善、中善、後善。義妙、文巧。純一、圓滿、清淨、
鮮白。佛、薄伽梵，善說法律。正得，無病，時無間斷。極善安立，見者不空，智者
各別內證。法律善顯。決定出離，趣大菩提。無有違逆，成就和順；具足依止，斷流
轉道。
聖僧者，謂：正行、應理行、質直行，和敬行。所應合掌，所應禮敬。清淨功
德，淨諸信施。所應惠施，普應惠施。
2017 • 秋 第 19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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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達 」的意思是什麼?藏語以

聞法所生起的功德，就已經在你的心續當中

兩個音節來表達「布達」，也就是

種下了解脫的種子。

梵

1

2

「桑」和「傑」 。桑這個字的意思是「從睡
眠中覺醒」；傑這個字的意思是「完全綻放
的花」。因此，「桑傑」的意思是指從無明

《隨念佛經》的第二段第一句：「諸如

睡眠中覺醒，並且增長對可知事物的理解。

來者，是福等流，善根無盡。」意思是說：

梵語中的「布達」就等於藏語中的「桑傑」

人身不可能永遠地保存，這個身體有一天終

這兩個音節。

將毀滅。那樣，連已經證悟的聲聞阿羅漢也

無著菩薩說梵文「布達」這個字含攝三

會有死去的一天，他饒益眾生的能力是有限

種功德：一、因為佛陀自己從無明睡眠中覺

的。然而，佛陀的色身即使消失，但是已經

醒，所以自覺圓滿。二、佛陀使他有情從無

證得的菩提果將永遠地保持不斷，直到輪迴

明睡眠中覺醒，所以覺他圓滿。三、佛陀增

窮盡。

上他的證慧，所以覺行圓滿。無著菩薩以此
三功德詮釋「布達」一詞。

若問「何以故？」有兩個理由可以解
釋佛陀證悟的修行方法，為什麼將在世間持

對於沒有學佛的人來說，他們認為學習

續下去。第一個理由「是福等流」，句中的

佛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你們可能

「福」是指功德。證悟修行的佛果，其因即

認為無法學習佛法。然而，並非只有佛法對

是無量的功德。通常說，功德所生的果報有

初學者會覺得很困難，世間的任何事情剛開

五種，其中的「功德所生果報」，一般在輪

始的時候，也都是不容易了解。 但是你如

迴中的一些有情，他們可能造作功德，譬如

果習慣之後，世間的事情也好，學習佛法也

為了獲得 人身而持戒，如果他們是為了「希

好，漸漸都會變得比較容易。只要肯精進，

望下一生獲得人身」而造作這種功德，結果

沒有不能完成的任務。我們都應該學習佛

他們來生如願獲得人身，這是「異熟果」。

法，尤其是修行的出家眾， 修行的首要在於

在感果的當下，所造作的功德就「報盡福

聞法。一般來說，聞法並非只有出家眾才應

消」，不會再延續到下一生。而佛陀在因地

該做的事，它對所有渴望離苦得樂的人都非

菩薩身時，證悟修行所累積的功德，不是只

常重要，不論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為了他自已獲得人身。相反地，他造作的功

婆夷。或許有些人可能已經學習而且了解佛

德是為了利益一切有情。因此，佛陀的業得

法，但是並未積極地修行。然而，透過只從

到的果報是「功德之等流」，相續不斷，故

1. 布達：梵語बुदध
् (Buddha)之音譯。

2. 桑和傑：སངས་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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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諸如來者是福等流。」
「果似因」的意思，是指業果關係，也

違逆。」這六句顯示佛陀如何以各種微妙色
身饒益眾生。

就是所生的果報性質，類似於所造作的任何

前兩句表達「佛身以安忍為嚴飾，是無

業，這也就是「等流果」。舉例來說，現在

盡福德寶藏的根本。」說明佛身的兩個圓滿

所造作的任何善業，會在未來產生類似的善

因：根本因圓滿和支分因圓滿。

業；同樣地，現在造作的任何不善業，會在

根本因圓滿佛陀的總體色身，支分因圓

未來產生類似的不善業。因此，稱它為「等

滿色身的一一支節、毛髮等。第一句「安忍

流果」。因此，佛陀在因地造作諸如持戒等

莊嚴」是根本因；第二句「福藏根本」是支

善業，積集未來能持續造作類似善業利益一

分因。一般來說，「安忍」的意思是指無論

切有情的類似功德。於是，無論獲得什麼樣

面對任何困難，你不會起瞋恚心，你的心不

的果報，都會變成願「為利他有情而繼續布

會熱惱。簡單來說，「安忍莊嚴」代表由安

施」或「為利他有情而繼續持戒」的渴望。

忍因生圓滿佛色身的果。總之，你如果修安

由於佛陀這種渴望，使他繼續獲得「與因類

忍，將得圓滿色身的果。相反地，你如果顯

似的果」。

示忿恚的黑臉，將得醜陋色身的果。不但在

因為佛陀造作了不浪費善根的渴望，所

這一生得如此果報，下一生也將如此。佛陀

以「善根無盡」。因此，佛陀證悟的修行用

圓滿色身是他行菩薩道時，數數修安忍的果

之不盡。從這些無我善行生起的福德，產生

報。因此，以「安忍莊嚴」來描述。

無量殊勝的福德。如是解釋了佛陀證悟的修

瞋恚是非常嚴重的過患，要花很長的時

行方法，將在世間持續下去的第二個理由：

間才能根除，因此了解瞋恚過患 ，才會認為

「善根無盡。」因此，任何為利有情願成佛

應該斷除瞋恚心。當下就必須開始修安忍，

的功德也無盡。

要如何修習安忍呢？舉例來說，即使面臨被

修小乘道的究竟果報是阿羅漢。成就阿

殺，你也應該不被瞋恚心染汙，相反地，你

羅漢果之後，當進入究竟涅槃時，功德即銷

不可造作身語意等有害的惡行。佛陀的教授

盡；然而，修大乘道的話，卻 是成就究竟的

告訴我們，即使盡奪我們所有的財物，也應

佛果位。成就佛果的善根並不會銷盡。這表

該作是思惟：「願此布施財物的福德，迴向

示獲得佛果之後，福德不會銷盡。

那些搶匪們布施寶。」你應該生起安忍而非
瞋恚。

安忍莊嚴，福藏根本，妙好間飾，
眾相花敷，行境相順，見無違逆。

業。「藏」意指佛功德，或善根無窮盡。

接下來的經文說：「安忍莊嚴，福藏根

「根本」意指佛陀是一切善根的源頭。簡單

本，妙好間飾，眾相花敷，行境相順，見無

說，佛陀圓滿身的支分，是集無量福德所成

第二句「福藏根本」的「福」意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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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辦的。據說佛陀一毛孔的福德，相當於所有

根器的弟子而示現種種不同證悟之善行。從

眾生福德的十倍。佛陀所有毛孔福德的一百

這點可以看出佛陀以不同方式接受各種根器

倍才能感得如來一隨好，八十隨好福德的

的求道者。一般來說，能往佛所見佛聞法的

一千倍才能感得如來三十二相當中除了白毫

人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有信仰熱情的人，

相、頂髻相和法螺相以外其他二十九相當中

另一種是競爭型的人，挾著好勝心，想要與

的任一相。萬倍二十九相福德才能感得眉間

佛較量一下的人。

白亮相；十萬倍白毫相福德才能感得頂髻

有信仰熱情的人，又可更進一步分為兩

相；千萬倍頂髻相才能感得法螺相。法螺象

類。第一類的人是只聞佛名，但是不知道佛

徵佛語。

功德的人。他們由於好奇心驅使，想要了解

第三、四句「妙好間飾，眾相花敷」是

佛陀實際上是怎樣的人，於是在他的識田裡

讚頌佛身自體圓滿，八十隨好與三十二相是

就種下一顆種子，當種子成熟時，他就能夠

指佛色身之美，八十隨好是三十二相的伴屬

值遇佛陀。結果有一天他就會往詣佛所。這

莊嚴，譬如「爪如赤銅色，薄而潤澤。」所

一類型的人擁有的是「信仰熱情」。然而，

以說「妙好間飾」。

那種信仰並非真實渴望的信仰。因為他只是

三十二相是指佛陀的手、足、以及頭冠

想要見到佛陀而已。

髻等特徵，「眾相花敷」意指手掌和腳掌上

第二個類型的人是具信佛弟子：他們知

的千輻輪，譬如鮮花開敷，莊點出佛身之圓

道佛陀的功德，並且想要了解那些功德，因

滿。

此，對佛陀生起淨信心。當這類具信有情心
第五句「行境相順」有兩層意義：一、

續中的善根成熟時，他們就會開始想要見佛

顯示因圓果滿之佛身；二、顯示佛陀任做何

陀。這是真實義的「渴望信念」。以上是兩

事，誰人見佛，都被吸引，心生悅意。簡單

類有信仰熱情的人。

地說，佛陀無論行住坐臥等一切威儀，都能
令觀者心生平靜。

雖然有這兩種有信仰熱情的人，但是當
他們見到佛陀時都非常快樂。舉例來說，修

第六句「見無違逆」是讚頌佛身所作悉

定的人會得到身輕安和心輕安。同樣地，人

皆圓滿，有情若見若聞，無不讚歎 殊勝，並

們見到佛陀的時候，也會變得非常愉悅。那

且發起虔誠淨信的心。總之，見者絕無心生

些人被認為由於具信而感到愉快。

違逆。

接下來的兩句經文說：「慧無能勝，力
無能出。」意指有人欲與佛陀一較高下而去

信解歡喜，慧無能勝，力無能出。

14

見佛陀。這些人當中可以分為兩種人： 第一

接下來的三句經文說：「信解歡喜，慧

種人自視五明當中的因明學識淵博，想要和

無能勝，力無能出。」再再顯示佛陀應不同

佛陀辯論，希望透過他們的知識擊敗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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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人是身強力壯的人，這種人希望透過
角力的方式擊敗佛陀。

第三句「諸聖者王」當中的「聖」代
表小乘的阿羅漢、聲聞，和獨覺。這一句的

想要透過辯論技巧擊敗佛陀的第一種

意思實際上顯示佛陀是國王的地位，而聖者

人，根本辦不到，因為任何有情的智慧都敵

們是佛陀的隨從一樣。舉例來說，轉輪聖王

不過佛陀智慧。第二種人就像經中所說「力

有許多后妃和許多兒子。在這些兒子當中，

無能出」，儘管他們想要在體能上與佛陀競

有一位具足種種相好，轉輪聖王就會把最珍

爭，但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擊敗佛陀。因為

貴的寶物給他，尤其是「輪寶」，而且指定

不論天人或人，他們的力量都敵不過佛陀，

他為接班人。那麼，這個兒子就是轉輪聖王

佛陀的身體具有無與倫比的力量。的確曾經

子，而轉輪聖王就是轉輪聖王子之父。同樣

有些人與佛陀較量過，但是都沒有人成功地

的道理，因為佛陀把他所有的特別功德傳授

擊敗佛陀。

給菩薩，所以佛陀就成為菩薩父，而菩薩則
成為佛子。因為轉輪聖王的其他兒子都必須

是諸有情師、諸菩薩父、諸聖者
王、及往涅槃城者之商主。

他們就成為臣民。類似的情形，因為聲聞、

經中總說佛稱號：「是諸有情師、諸菩

獨覺修法的時候，謹慎地持守規定，譬如佛

薩父、諸聖者王、及往涅槃城者之商主。」

陀制定的戒律，他們因此獲得修行的果。因

此四稱號顯示佛陀堪能滿眾生希願，利益一

此，那些聲聞就是佛陀的臣子，而佛陀就像

切有情。

他們的國王一樣。以上解釋關於已經入道的

第一句「諸有情師」意思是說佛陀藉

聽從父親的指令，而且遵從指令去做，所以

眾 生之關係。

由開示教法饒益一切有情。有些三惡道的眾

對於未入道的眾生，經中稱佛陀為「商

生，只是見到佛光就能投生善趣。佛陀有時

主」，因此，下一句說「往涅槃城者之商

候會到三惡趣，惡趣眾生見到心生喜樂。見

主。」依據這些眾生不同的根器，佛陀以種

到佛陀的當下，就淨化了他們的惡行，因此

種法門引導他們趣入通往涅槃城的道路。因

投生到善趣。這是佛陀饒益三惡趣眾生的方

此，佛陀被稱為引導眾生進入解脫城的嚮導

法。對於未入解脫道的善趣眾生，佛陀教導

或調御丈夫。因此，在這一個例證中，佛陀

他們持戒和布施，以這種方式饒益他們。對

擔任的角色是嚮導。因此，嚮導的意思，就

於已入道有機會獲得解 脫的眾生，佛陀即直

是能指引人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的領

接傳授解脫的教授。

導者。

第二句「諸菩薩父」意思是說菩薩是佛

經的下一段說：「妙智無量；辯才難

子，而佛陀是菩薩父。也就是說，佛陀對菩

思，語言清淨，音聲和美；觀身無厭，身無

薩們承擔作為父親的責任。

與等。」這六句描述佛陀具有不同的善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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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這些不同的善巧方便或工具，都是用來

之，他的講說不但沒有任何過患，而且具有

證悟，然而主要在於說法。佛陀的所有修行

絕佳的功德。因此，佛陀的身、語和意具有

當中，最重要的是弘法。

圓滿的能力，而且沒有任何過患。

這六個不同的善巧方便當中，第一個是

下一句「音聲和美」，意思是指佛陀的

佛陀的意業，也就經中所說的「妙智」。意

聲音能令聞者愉悅而平靜。佛陀的語功德具

思是說佛陀的妙智和意業緣一切所知，無有

有五、六十韻音。總之，佛陀的音聲具有不

限量。因此，稱說佛陀「妙智無量。」

思議功德。

接下來的三個句子：「辯才難思，語

下一句「觀身無厭」，意思是指看佛

言清淨，音聲和美」，是指佛陀的語業。句

無論多長的時間，都不會感到厭煩，永不飽

中的「辯才難思」是說佛陀對於所說的法，

足。因為佛身的支分無不令人愉快，令人想

內心非常有自信，既不辭窮也無過失。在這

一看再看。

裡所說的自信，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對使用

下一句「身無與等」，指的是佛色身圓

的字句有信心，一方面是對所說的內涵有信

滿莊嚴，無與倫比。我們應該了解佛陀時常

心。

化現與應度者相似的色身。舉例來說，如果
關於對字句的信心，是說無論要做多少

要度化欲界眾生，譬如人或胎生有情，佛陀

的解釋，就算只是一個名相，佛陀都能夠持

就會化現相同的身體。他的身形和舉止都會

續講說好幾劫。即使如此，他也不詞窮。其

與受度化者一致。這樣，佛陀從不受居住地

次，關於所說內涵的信心，譬如，佛陀能於

或饒益眾生的地方之過患影響。

一時回答無量有情，於許多劫以來所問的無
量問題。所以說「辯才難思」。

常為了眾生而示現在欲界與色界。原因是為

佛陀能夠答覆眾生的一切問題，而眾

了熏習眾生，弘法是佛陀的主要方便。所弘

生亦能各自悟解佛陀的回答。雖然佛陀以一

的法必須讓受度化的眾生聽到，而在這兩界

言音答一切問，然而弟子都能依各自根器了

的眾生都有色身，所以佛陀在這兩界弘法。

解。舉例來說，在西藏大藏經中〔也就是經

由於無色界的眾生沒有色身，因此佛陀不在

律論三藏 〕，就有三個不同版本的《隨念三

那裡弘法。

寶經》。佛陀實際上只傳一種教授，但是由
於不同的聽聞與了解，於是產生三種版本。

16

佛陀在三界成辦 饒益眾生的事業，他通

下一句「不染諸欲」當中的「欲」，指
的是欲界。而所謂的欲界是指人道居住的地

「語言清淨」的意思是指佛陀的講說

方。欲界最大的過患是貪著。由於我們太重

毫無錯誤，而且全無不愉快的聽聞覺受。佛

視種種欲望，很容易變成貪著它們。雖然佛

陀的聲音沒有不精確或顫抖的缺點。簡而言

陀為了饒益眾生而住於欲界，但是他既不貪

文殊．第 19 期

2017 • 秋

開示文集

著欲界的安樂，也不受瞋恚的影響。

色界住有十八天的天人，那些天人極富貪

永斷諸結，脫離熱惱，解脫愛染，
越眾暴流。

著，譬如貪著心一境性的定，享受天宮之樂

下一偈顯示佛陀完全解脫所有煩惱。因

等等。佛陀雖然在色界弘法，但是他從不受

此，佛陀又稱「圓滿解脫」。在下一句「永

那些樂趣的影響。因此說，佛陀「不染眾

斷諸結」中的「結」字，是指煩惱，譬如貪

色」。

欲。因為我們深深地習慣於煩惱束縛，就像

下一句「不染眾色」，指的是色界。

下一句「不染無色」，實際上佛陀從

線或繩索上的結一樣，自己很難解開。因

未降生在無色界，因此不受無色界煩惱的影

此，眾生很難解脫煩惱結。然而，佛陀則是

響。所以說「不染無色」。

已經完全拋開煩惱。
下兩句「脫離熱惱，解脫愛染」當中

解脫眾苦，善脫諸蘊，不成諸界。

的「脫離熱惱」，是指遠離了煩惱過患。為

經文下一偈顯示佛陀成辦饒益有情事

什麼？因為你越習慣於煩惱，心就越為煩惱

業，然而於諸法都無所著。意思是說佛陀

束縛。然而，佛陀沒有這些染汙。因此，由

遠離貪著諸蘊、諸界、諸根所生的一切雜

於佛陀捨離渴望和欲望，所以說「解脫愛

染。所以說「解脫眾苦、善脫諸蘊、不成諸

染」。

界。」

下一句「越眾暴流」當中的「暴流」，

第一句「解脫眾苦」是指佛陀不為色、

指的就是煩惱。舉例來說，暴流水能夠輕易

界、根等諸法繫縛。因為它們都以苦為性，

地沖走原木等物體。同樣地，由於被煩惱制

所以說佛陀已「解脫眾苦」。不過，有些版

伏，眾生會被輪迴痛苦的大海沖走。因此，

本並沒有這一句。

在這裡，暴流是作為煩惱的隱喻使用。因為

下一句「善脫諸蘊」是指佛陀斷盡五蘊
所生的一切過患。

佛陀棄拾了那些煩惱，所以說他「越眾暴
流」。

最後一句「不成諸界」與十八界相關，

如果前面四句的意涵是以稍微比較清楚

「不成」的意思是指佛陀沒有從這十八界所

的方式解釋「欲」的話，那麼顯然有兩種不

生起的任何過患。以色為例來說，佛陀於色

同形式的欲。第一種是欲求遇到不曾遇見過

不生貪著或厭惡。故說佛陀沒有諸界所生任

的人或事物 ；第二種欲求是希望享受已經持

何過患，例如色。

有的。

此外，下一句「防護諸處」，意思是說
佛陀善防護十二處所生雜染。

當你渴望獲得不曾得到過的事物時，你
的心就被欲田束縛了。 於是欲煩惱的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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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由於貪而生起如結般的兩種欲之過
患，佛陀已經完全捨離。

智慧方面遵守。
第三種妙智「無所住智」，即經中下一

由於享受已經獲得的欲求事物，使你

偈「不住涅槃，住真實際」所指的意思。意

變得更加貪著。因此，欲煩惱變得越來越熾

思是說佛陀不住小乘的究竟涅槃，它顯世尊

熱，正如暴流水變得越來越洶湧一般。因為

成就的妙智棄捨小乘果。換句話說，佛陀不

佛陀已經渡越這種暴流，所以他不曾經歷那

住聲聞乘的涅槃中。 而「住真實際」則指

麼極深刻的精神痛苦。

住大乘無餘涅槃，也就是無上菩提。「真實
際」是指從暫時染汙淨化後的心之實相。因

妙智圓滿；住去、來、今諸佛世尊
所有妙智；不住涅槃，住真實際。

此，佛陀安住在究竟圓滿的狀態。

安住遍觀一切有情之地
安住遍觀一切有情之地。是為如來
正智殊勝功德。

指佛陀有三身（也就是所依）：遍法界觀照

下一偈解釋佛陀的智慧圓滿，佛陀具

一切有情的法身、饒益大菩薩的報身、饒益

有三種妙智：一切種智、無差別智、無所住

三界眾生的化身。因為法身和色身（即報身

智。第一種妙智稱作「一切種智」，一般來

和化身）利益所有眾生，所以經說「安住遍

說，妙智是超越般若。諸法通常都具有兩種

觀一切有情之地」。

不同的特徵：性相與特性。「性相」是指對

以上已經廣說佛的種種性相與功能，至

諸法—從色到一切智—各自本體的基本

於圓滿功德的意義為何呢？以上所說的功德

了解。舉例來說，色的性相意指堪為色本

全都是如實宣說，沒有誇張，所以是圓滿的

身。「特性」是指諸有為法的定義質量。色

功德。那些都是佛陀具有的真實功德。譬如

的特性指色的品質，譬如美、醜等等。因為

皈依的時候，我們的皈依田—三寶，具有

佛陀了知這一切，所以稱為「一切種智。」

圓滿功德，而別的教授和教師不但沒有類似

第二種妙智稱為「無分別智」，由於諸

的功德，而且還有過失。因此，正如我們這

佛有各自的佛土，會以各種色身示現，譬如

裡宣說的佛功德，不但要憶念這些功德，並

有高、有矮，應所化機而不同。然而，諸佛

且要淨信我們的大師—佛陀，確實具有以

的心或法身並無不同。因此，諸佛的智又稱

上所說的功德。

「無分別智」。
下一句「住去、來、今諸佛世尊所有妙
智」，意指諸佛的妙智和意功德皆無差別。
因此說「無分別智」佛陀在非常相同的先驗

18

下一句「安住遍觀一切有情之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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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念三寶經》（四）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隨念僧經》
法尊法師

從藏譯漢

聖僧者，謂：正行、應理行、質直行、和敬行。
所應合掌，所應敬禮。清淨功德，淨諸信施。所應惠施，普應惠施。

了

知經中所說僧功德至為重要，例如

鬼或類似的人毀謗佛法，也不動搖的人。

《隨念僧經》云：「聖僧者，謂正行、

同時，僧伽也可以代表「眾和會」的

應理行、質直行、和敬行。」雖然經中說的

意思。如果從上座部的觀點來解釋時，僧伽

「聖僧者」是指大乘僧伽聖者，但是這些僧

意指至少有四位比丘的集體。這群比丘就叫

功德也適用於上座部僧伽。在有些版本的

作「眾和會」或僧伽，然而從大乘的觀點，

1

《隨念三寶經》 中是這樣說的：「小乘聖僧
2

即使只有一個人也可以稱作「眾和會」或僧

者 ，謂正行、應理行、質直行、和敬行。」

伽。以大乘而言，任何人集聚善功德都可稱

因此，這裡的解釋適用於大小乘的僧伽。

為眾和會。

藏文དགེ ་ འདུ ན །是梵文सं घ （saṃgha）的翻

云何「正行」？謂聖者善修習佛法，

譯。在這裡，「僧」是指「聖者」的意思。

造無量善行，故云「正行」。云何「應理

「僧」字的意義指淨信三寶，渴望造善業，

行」？謂聖者安住解脫道，故云「應理

和對佛法有不可動搖的熱愛，即使無知的魔

行」，故此云行者欲求涅槃或解脫。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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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直行」？謂與凡夫持我執邪見相反，聖

德田。「盛大」意指「量多」。因為任何人

者修八聖道，執無我見，故云「質直行」。

對聖者虔誠供養，能生廣大功德，所以說聖

此外，由於聖者修增上戒學，故謂「正
行」；由於修增上慧學，故謂「應理行」；

經云：「大淨信施。」

5

謂非至誠之行

者，將虔誠信眾之供養據為己用，是重大過

由於修增上定學，故謂「質直行」。
聖者和合共處，持共同的實相正見，持

患。相反的，俱生增上慧之聖者，應受供

同樣的戒品，同修諸行，著同樣的袈裟，過

養，理應受用且無過失。而供養這些具德行

同樣的化緣生活，不相互鬥爭等，此謂「和

者，可獲得無上功德。因此，聖者是「大淨

3

敬行 」。

信施」。
6

下一段經云：「所應合掌，所應敬

經云：「應惠施處。」 謂聖者具俱生

禮。」謂聖者具俱生增上定學，故說大小乘

增上戒，是應供田。又因為聖者具俱生增上

聖者都值得接受合掌禮敬。「合掌」包含聖

戒學，理應是受供養的田。若問：「聖者是

者值得接受身語意敬禮的意思，合掌、敬禮

特定時間或特定地方的應供田嗎？」答案是

和致敬是同義詞。在某些版本中，有的只書

否定的。聖者一切時、一切處都是應供田。

「所應合掌」，或「所應敬禮」。

故經云：「大普施處。」 供養無論大小，因

7

即使只於一僧生淨信心，其果報超勝於
布施一切有情所得功德。是故，聖者是「所

為聖者修增上三學，所以都有很大的功德。
在講說或聽聞正法的時候，說法法師必
須以正確的意樂授予，而聽聞者也應該以正

應合掌」處。
4

確的意樂聽法。經典告訴我們，下至唯從聞

謂大乘和上座部聖者具俱生增上慧，是集聚

一偈頌，便能獲得極大功德。甚至，如果我

功德的福田，故曰「福德田」。舉例來說，

們以正確的意樂向法會會場邁進一步，都會

如果種子撒在肥沃的土壤，將會有好收成。

產生很大的功德。因此，我們應該把講說或

同樣的道理，如果你至誠供養俱生增上慧之

聽聞正法獲得的功德，迴向一切有情，令他

聖者，將會引生廣大功德。因此，聖者是福

們都能夠成就佛果。（全文完）

經云：「（聖者）是盛大福德田。」

1. 譯者按，指《小乘隨念三寶經》。

2. 小乘聖僧：指四向四果，即須陀洹向、須陀洹
果、斯陀含向、斯陀含果、阿那含向、阿那含
果、阿羅漢向及阿羅漢果等八聖。
3. 和敬行：指六種和同愛敬，謂（一）身和敬，
指同禮拜等之身業和敬。（二）口和敬，指同讚
詠等之口業和敬。（三）意和敬，指同信心等之
意業和敬。（四）戒和敬，指同戒法之和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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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見和敬，指同聖智之見解和敬。（六）利
和敬，指同衣食等之利益和敬。
4. 譯者按，由於版本不同，法尊法師之譯文作「清
淨功德」。
5. 法尊法師譯作「淨諸信施」。

6. 法尊法師譯作「所應惠施」。

7. 法尊法師譯作「普應惠施」。

開示文集

《三現分釋論》
作者：德松仁波切

第一章

垃圾堆中的摩尼寶

許多經典當中提到，敬奉師長或善知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淨的形式流傳下來，現在這些教法流傳到我
們。

識有三種方式，其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供
養—音聲供養、財物供養、或者供養上師
歡喜或有需要的其他物品等。第二種方法是

題記
在西藏，僧眾在上師座下學習薩迦教典
1

護持上師弘法、協助興建寺院、塔廟以及佛

《三現分妙莊嚴論：道果教授前行指南》

教中心，完成其他佛行事業，或在其他小節

時，都有一個前行儀軌，藉此端正他們在接

上承事師長。

受教授之前的意樂。儀軌的目的有二：一、

第三種方法，機敏的弟子會設法以如教
修行來表示對師長的尊敬，修行是承事師長

淨除弘傳這些教授時的所有身心障礙；二、
祈求加持，使弟子們能了知與憶持教授。

最好的方法。雖然師長們把教授傳授給許多

儀軌包括：一、朗誦《佛頂尊聖陀羅

弟子，但是，並不是每一位弟子都會認真而

尼》 。二、唱誦薩迦初祖薩千貢噶寧波所造

努力地遵循他們的教誡修持，正確地努力學

的《金剛頌》 ，這是他在觀想大成就者畢哇

習教授，或者幫助其他人這麼做；並且把所

巴時，自然流淌出來的不共金剛歌。薩迦派

修習的教誡傳授給其他人。如教修行就是對

稀有的《道果教授》即是源自大成就者畢哇

上師展現最高的敬意，那是至誠皈敬師長的

巴。《金剛頌》的旋律非常優美，不同於一

最佳途徑。上師具體呈現一切教法，這些教

般的詠唱，比較類似於西藏民謠，但是詞義

法從佛世的時候開始，世尊就以一種非常清

非常深奧。三、朗誦《心經》 和《薩迦祖

2

3

4

1. 《三現分妙莊嚴論：道果教授前行指南》： The Beautiful Ornament of the Three Visions: A Preparatory
Guide to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Path with Its Result.
2. 《佛頂尊聖陀羅尼》：The Mahāu ī a Dhāra ī.
3. 《金剛頌》：Vajrayāna song.

4. 《心經》：Heart Sūtra (Prajñāpāramitāh dayasū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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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祈請文》，特別是《道果教授》偉大瑜伽
5

師傑尊札巴蔣稱 和哦寺創建人哦千貢噶桑
6

授，並且跟隨成佛之道。在眾多佛教教授當
中，我們所修習的教理屬於大乘教授，或者

波 。儀軌結行時祈願上師為利自他而傳授這

稱為大乘道。這是大菩薩道，在人類眾多的

部教授。然後，上師就開始詳細講說，他先

宗教教授當中，這是最殊勝的。它沒有非

朗讀本文—可能好幾頁，或者根據他自己

難、沒有一切非理過患，它的真實性沒有任

決定的段落—再加以解釋。通常，在傳授

何爭議。它是前、中、後都圓滿的教授，因

過程當中，一整天的教授內容，至少會聽到

為在這些階段當中，凡是接觸它的人，都可

三遍。講說結束之後，弟子們會朗誦偈頌，

獲得增上福德。

把獲得的所有功德迴向眾生成就無上菩提。
禪修過程幾乎都以此方式進行固定的前行儀

～～～
大乘道教授可以分為兩類：一為顯教波
7

為了提策接受這些教授的正確意樂，依

以成就菩薩或成佛的修心訓練為主，這些當

下列方式思惟這些機會難得：(1)人身難得；

然也包括禪修和直觀感知的空性。顯教大乘

(2)即使獲得人身，也難得值遇佛法；(3)即

強調意，相對地較少運用身和語。禪修顯教

使值遇佛法，也難得值遇具德上師指導修持

大乘道的時候，在因果關係的層次努力，發

這些教授；(4)即使值遇具德上師，也罕有具

展最終能夠成就圓滿佛果的某些精神特質。

足正確修持的因緣。基於上述這些理由，俱

金剛乘是密教大乘，它和顯教大乘有

生修持善根和俱生修持因緣的眾生是最幸運

相同的目標，也有為利一切有情發起大悲的

的。

相同動機，不同的是它有更寬廣、更有效的
如果你不知何因何緣獲得這樣一個稀

方法。它的修持經常是在果位上，因此行者

有的機會，幾乎就像一位盲人在垃圾堆中不

禪修和造作善行的時候，不是以有一天將會

知何因何緣找到無價摩尼寶。然而，如果你

成就佛果的因來觀待，而是以已經圓滿菩提

把它浪費掉了，那就不是好現象： 你應該善

的層次來觀待。不同於顯教大乘只充分運用

加利用這種機會來成辦自利利他。現在，我

身、語的修行，它還注重意的修行。金剛乘

們是何等幸運的眾生，我們能夠值遇成佛教

道的密教禪修大多運用呼吸和體內的各種氣

5. 傑尊札巴蔣稱：རྗེ་བཙུན་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6. 哦千貢噶桑波：ངོར་ཆེན་ཀུན་དགའ་བཟང་པོ།

7. 顯教波羅蜜多大乘道：the exoteric Mahāyāna-pāramitā path
8. 密教金剛乘道：the esoteric Vajrayāna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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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脈、明點。這些方法和唱誦咒語都被用來

《三現分》 ，它的教典和那些顯教大乘佛法

達到某些修行成就。因為身、語、意一起使

的基本禪修相同，所以主要參考即是世尊的

用，也因為這些密教方法比顯教大乘的修行

經、論、和其他顯教佛教論典。正行階段對

更直接而有效，能更快速成佛。這套禪修系

應的是《三續分》 ，這部教典中的修持屬

統稱作《道果教授》（道涵攝果），它屬於

於金剛乘道，詳細闡釋薩迦派甚深的密續禪

薩迦派，包括了顯教波羅蜜多修持和密教咒

修。這些是喜金剛密續禪修前行的闡述，所

語修持，這兩種修持水乳交融合而為一。

有關於呼吸、氣脈、身語等的運作說明，這

0

部教典中都有完整的描述。結行階段即是成

修行三次第

就五身佛果位。

每一次修行都分成三個階段：(1)前行；

《三現分》教授分為三個部分，也就是

(2)正行；和(3)結行，這個階段包括功德迴向

(1)不淨現分：眾生凡庸經驗的不清淨顯現；

和祈求饒益一切眾生。即使包含了追求和達

(2)覺受現分：菩提道上實修的覺受顯現；和

到證悟的完整系統，《道果教授》也包含這

(3)清淨現分：圓滿菩提的清淨顯現。

三個階段，它不是單一個禪修時段而已。因
此它們包括了準備階段，實修階段，和結果

教授的可信性

階段。這個模式並非只在佛教的禪修才有，

在修習像菩提道這種莊嚴法門時，你應

幾乎世間所有行為都可見到。甚至在日常的

該把正在接觸的教理視為有效、有益、和可

三餐都有，你必須有準備食物的階段 —並

信的。你必須對它們的真實性、殊勝功德、

非你一坐下來，煮好而且已經可吃的食物就

以及它們的確能夠引導你達到你所追求而且

奇蹟似地出現。首先，必須有人不厭其煩地

它們也承許的修心成果充滿信心。那是佛教

準備和烹煮，然後你才有得吃，在用完這一

瑜伽士和禪修者為什麼強調教授和上師的傳

餐之後，你知道你吃過了，有一種完成感。

承一定要「純、真」的原因。無論教授聽起

同樣地，在禪修的時候，你必須完成前行、

來如何、如何地好、無論它可能如何深廣或

正行和結行。

者如何有說服力、或者與其他的真實教授如

在《道果教授》中，這三個階段可以對

何相似，對於承許能夠引導達到修心目標的

應我們正在修習的教授：前行階段對應的是

任何教理，最好有所保留。在你踏上修道之

9. 《三現分》：The Three Visions (Snang gsum)，藏文སྣང་གསུམ།。

10. 《三續分》：The Three Continua (Rgyud gsum)，藏文རྒྱུད་གསུ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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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必須仔細檢驗這一類的教授。

正宗教授。

首先，值得修習的教理必須是佛陀傳下

在西藏，各種已知的禪修系 統根源，都

來的。佛陀是所有導師當中，獲得最高證悟

可追溯到印度的上師，而這些傳承上師都是

的一位，透過他的大悲教導其他人成就相同

佛陀的弟子，或者佛陀弟子的弟子。寧瑪派

證悟。他的話不欺誑，因此弟子能確定他們

尊貴的無垢友 和智藏 ；格魯派的阿闍黎

正在接受的教授的確是佛陀傳授的。其次，

那洛巴 和彌勒巴 ；噶舉派的那洛巴、庫

弟子應該確定佛陀所傳的教授是由偉大的結

庫日巴 和彌勒巴。薩迦經藏包含許多主要

集者所集的，譬如金剛手菩薩和文殊菩薩，

密續，是他們的修行者禪修的依據。然而，

他們負責以書面形式保存了佛陀的直接教

薩迦經藏的主要部分是《道果教授》，它源

授。第三，弟子應該確定討論中的教授是經

自大約西元650年的印度大成就者畢哇巴 。

過大班智達詳細解說的，譬如龍樹、無著等

《道果教授》以喜金剛密續為核心；由金剛

等。本書所討論的教誡都是經過印度知名學

無我母 授予畢哇巴，再由畢哇巴的弟子傳

者和大班智達闡述和澄清的。

下來，一直傳到薩迦派的祖師。薩迦派修行

q

e

w

r

t

y

u

第四，這些教授必須是印度和西藏大瑜

者也尊崇那洛巴非常特別的金剛瑜伽母密續

伽士和大成就者在禪修時所依憑的教授。它

成為薩迦派獨有的法門，以及印度大成就者

們也應該包括大譯師從梵文原典翻譯成其他

婆羅樓志 的瑪哈嘎拉密續及其特殊教授。

語言的教典。最後，這些教授必須廣為佛教

這些是六大密續當中主要的三個，而它們都

大學者所知的經典，不應該是真實性可疑、

各有完整的釋論。薩迦派即是以擁有大量密

根源可疑、或者有神秘感等因素的深奧教

續和論典，以及可信的密續和因明觀點而聞

理。當你發現符合這些標準的教授時，你可

名，這些都是從印度大祖師直接授予薩迦派

以確信獲得了值得你花時間、努力和研究的

創派祖師。

i

11. 無垢友：Vimalamitra
12. 智藏：Jñānagarbha
13. 那洛巴：Nāropa

14. 彌勒巴：Maitripa

15. 庫庫日巴：Kukuripa

16. 畢哇巴：Virūpa，大多數的書本都以此形式表達，然而在帕拉克里語（Prakrit）是拼作Birwapa，藏
文也採用這個形式作བི་ཝ་པ།。本文音譯亦採此一形式。

17. 金剛無我母：Hevajra’s consort Vajranairātmyā，喜金剛之佛母，藏名རྡོ་རྗེ་བདག་མེད་མ།。
18. 婆羅樓志：Vararuchi，又作वररुचि (Vararuci)。

24

文殊．第 19 期

2017 • 秋

開示文集

具德上師

才不會對甚深教授漠不關心，或者對於看似

不但教授一定要具足可信性，而且你

很困難或超出理解力的教誡，感到氣餒。換

打算依止的上師也必須具足德相。至於上師

句話說，他一定要有天生才智去了解那些教

應有的德相，在許多教授中都有明列，在這

授的重要性，才有理由努力正確地學習。如

裡扼要說明一位適當的上師至少一定要具備

果弟子具足這三種德相 —信心、精進和聰

下列德相。第一，他必須具備清淨無瑕的德

慧—他才是上師找尋和希望的弟子，當然

行，身語意業必須自我調伏。第二，他的意

值得接受《道果教授》。

樂必須清淨，他的等起是為了饒益弟子、促
進弟子的心靈安樂，而且必須真誠地希望幫

道之三階段

助他們成就佛果。總之，他一定要完全沒有

首先宣說教授本身。《三現分》是道果

自利心。第三，他的智慧一定要清淨，對於

系統禪修者的修持指導。教授名稱含攝了道

許多不同的經論一定要廣聞，而且對於文義

之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凡夫的不淨現分。

要無錯謬地了解。如果他只對部分的契經、

在這一個階段中，教誡宣說的重點在於念死

密續和其他佛典有些了解，不能作一位上

無常、修行難得、業果法則（因果）、以及

師，他傳授這些決不能有任何錯誤。同時，

在六道生死輪迴自性苦。

他必須有某些證得成就，對於這些真諦不僅

禪修的第二個階段叫作覺受現分，這

在文義上，而且對內涵方面也一樣有一些深

是弟子在實際禪修當中的覺受。在這一個階

刻的理解。如果你值遇這種上師，你可以對

段中，教授的重點在於心識訓練—主要在

他或她生起至誠的敬意。

發展某些精神特質，譬如大慈、大悲、菩提
心、了知各種禪定階段、了知般若或空性等

具弟子相

等。

弟子也一定要有一些德相，這一種莊

第三個階段是成就佛果位行者的清淨現

嚴教授不是只要任何人要求就要傳授給他。

分，在這一個階段中，教授的重點在於菩提

扼要地說，可攝為三種德相，最重要的是弟

自性、佛的功德和十力、以及佛身的自性和

子對他的上師要有信心。他對上師的教誡一

作用—根據各種對治而有五身、四身，或

定要善於接受，而且相信那些都是正確的教

三身。

授。其次，他必須對於教授的真諦，在找尋
疑問和理解上，精進修習，以確保在行持時
無錯謬。第三，弟子應該頭腦清晰又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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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上師瑜伽法
―智慧金剛仁波切開示

26

《喜金剛密續》當中說，為證菩提必須

僅因為某師長對一些人慈悲，對他們給予關

認識心性，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唯一的方法

愛，於是這些人就把他或她視為具德上師，

是積集善業和上師加持。因此，道之根本在

對他生起強烈好感 —依止感。當然，這些

於修上師瑜伽法。然而，如果要修此道，我

感受是有效的，而且這種形式的依止感有其

們必須對它的真實意義生起定解。上師瑜伽

價值。但是，無論它的價值如何，以物質或

法是眾所週知的普遍概念，但是並非大多數

傳統思惟為基礎的依止，並不是真實的依止

的修行者都完全了解它。

上師。

為了要真正了解上師瑜伽法的涵義，我

此外，時下常見把師長當作明星一樣，

們必須對它的自性和要求自我訓練，而為了

一群弟子圍繞在他的身邊，好像粉絲團見到

正確修行上師瑜伽法，我們必須訓練自己對

偶像那樣。師長德行往往才是他吸引人們的

上師生起正確的依止。

正因。結果， 人們感受到與師長的那種聯

許多修上師瑜伽法的人，實際上對它

結，產生類似喜樂的歡愉情緒，變成一種感

的自性和要求根本不了解。在許多情況，僅

情的聯結。實際上，這些情緒我們可以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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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文集

何人分享，然而這些情緒並不是真實的師徒

諾為上師做任何事，但是心裡和嘴巴上保證

關係。

親近上師是一回事，而實際修持上師瑜伽法

我們常見到許多法師被眾多信徒簇擁，

又是另一回事。就好像心裡和嘴巴上說要去

無論這些法師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參

游泳，但是一旦要跳進水裡的時候，就退怯

加他們的法會，大量供養他們，為他們跑

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很少人會實際跳入

腿。這些當然有利益，但是唯有依教奉行才

水裡去試一試。同樣的，要真實去修上師瑜

有真正的大利益。

伽法，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心。

通常，親近上師可分為上中下等三門。

真實的上師瑜伽法要求非常嚴格，弟子

下等親近上師者如供獻財物，譬如花、衣

必須全心全意地依教修行。上師的教授往往

服、車輛或資財等等。這種修行是值得讚

極具挑戰性，而且不容易成辦。這些障礙必

賞，也很有功德，可以建立師徒之間的緊密

須依靠對上師堅固的信心才能克服，而且深

聯結。但是這並非真實的上師瑜伽法。

信上師能引導弟子走向佛地。

中等親近上師者是身語承事，譬如供

弟子淨信接受上師引導，知道取善捨

獻自身、能力和時間等，盡最大能力承事上

惡，藉由上師的悲智力，逐漸理解實相自

師。這種修行意指弟子絕大部分的活動，都

性。

致力於承事上師。這需要弟子大量的熱忱，

從上師這一方面來說，他永無疲倦地在

在意義上它有高度形成性和價值感。但是這

修道上引導和保護弟子，一步一步地帶領弟

仍然不是真實的上師瑜伽法。

子直至究竟成佛。

上等親近上師者，實質上和前兩個類型
截然不同。在這裡，弟子是以如教修行來供
養老師。這是弟子能給上師的最佳供養，也
是真實的上師瑜伽法。
唯有建立真正的師徒關係，上師授與弟
子佛法，弟子盡最大力量修習這些佛法，才
可 能有真正的上師瑜伽法。此中，上師扮演
至高無上的導師角色，引導弟子為了利益一
切有情而成佛。
這種清淨的上師瑜伽法，需要學生無
條件的承諾。許多信徒唸誦上師祈請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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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任薩迦法王陞座大典實況
普拉仁波切 著

2017

是一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當日的普魯瓦拉，陽光燦爛，溫度宜

在這歷史性的一刻，我們揮別了薩迦法王寶

人，來自全世界薩迦派寺院、佛學中心的團

座終身制的傳統，以與時俱進的全新方式，

體代表貴賓與其他信眾，數千余僧俗弟子，

迎來了第四十二任薩迦法王。

共襄盛舉，觀摩了這一殊聖的登基大典。

年3月9日，對薩迦派來說，

尊貴的大寶金剛仁波切，正式成為薩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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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脈的最高領袖—法王寶座的持有者。

除現場參與外，我們更透過網路直播的

活動紀實

方式，讓全世界的佛教徒共同見證了這一歷
史性的盛會。
在此祝福尊貴的第四十二任薩迦法王大
寶金剛仁波切：法體安康，久住世間，常轉
法輪，帶領薩迦派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利益
無量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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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智慧金剛仁波切弘法實況報導

法

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為

之處除了如理如法的舉行法

曜法師創建的極樂寺給予普

了世界和平，且將薩迦

會外，另外也在當地濟貧、

巴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極

醫院給予臨終關懷等。

樂寺創建於 1955 年，是一個

法脈最精華的教法和全世界
的佛友分享，所以每年都例

去年法王子在蒙古舉

傳統的中國寺院，他們除了

行在世界各地，如：台灣、

辦了普巴金剛成就除障大法

薩迦派昆氏家族外，另外也

蒙古、香港、新加坡、菲律

會，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共

照著中國傳統寺院的常規，

賓、馬來西亞等地舉辦普巴

鳴。結束了蒙古弘法活動之

每年都例行舉辦清明超渡法

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所到

後，法王子抵達香港，在悲

會、藥師佛法會、八關齋戒

菲律賓舉行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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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烏蘭巴托薩迦班智達法輪寺舉行普巴
成就大法會

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在香港極樂寺主持普
巴金剛成就大法會

活動紀實

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在新加坡薩迦寺舉行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
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在台北文殊佛學會
主持普巴金剛大法會

普拉仁波切參與普巴金剛法會實況

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在台北文殊佛學會
主持普巴金剛大法會
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在蒙古薩迦寺

額爾德尼召寺

等等活動。

緣起，順利的回到藏區，分

離開了香港，法王子前

別在德格更慶寺傳授普巴金

往新加坡薩迦寺時適逢衛賽

剛大灌頂，也訪問了德格的

節，法王子在那慶祝傳統的

宗薩佛學院及康區大慈寺，

衛賽浴佛節，另外也主持了

所到之處無不是人山人海。

普巴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

藏人們懷著虔誠的信心，萬

具德上師們能夠常常有機會

三昧耶護法法會。每年在世

人空巷的在各個街道迎接法

回到藏區，給予他們灌頂、

界巡迴修法的弘法活動，總

王子，有些地方騎馬、有些

教授，引領他們在無上菩提

是帶給許多信眾很大的加持

地方坐車，所到之處都帶給

道上走上成佛之道。

與鼓舞。

藏人們莫大的心靈撫慰與加

今年法王子有特殊的

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在三峽彩蓮觀音主
持火供、掛天馬旗

持。他們祈盼著昆氏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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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金剛仁波切不丹朝聖之旅
下午，仁波切辭別尊貴的主人，展開一
星期的不丹朝聖之旅。當天就造訪了廷布的
章崗拉康寺、金剛座大佛像――全世界最大
坐姿佛像。當天最後行程是訪問位在季如卡
的唐東德瓦辰尼師院，並且為尼師們開示。
尼師院有將近六十位尼師，寺院建於 1981
年，紀念十五世紀大成就者唐東嘉波。尼師
院士熱鬧景點。
大寶金剛法王抵達不丹機場實況

大

不丹是篤信佛教的國家，古老寺院、城

寶金剛仁波切於2016年4月7日抵達不

堡、聖地林立，特別是和蓮花生大士有關的

丹帕羅機場，受到明雅祖古仁波切、

聖地。不丹人大多信奉密宗，是受到小心翼

堪布、僧眾、尼眾和在家眾等熱烈歡迎。仁

翼呵護的文化核心。眾所周知，不丹是全世

波切此行是應不丹公主吉祥格桑旺嫫旺丘邀

界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請，來一趟朝聖之旅。
仁波切抵達後，立即被引導到摩提罕皇
宮，主人除了公主之外，還有太后吉祥格桑
卻登旺丘，隨即舉行午宴。

大寶金剛法王和不丹皇室家族合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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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大佛

活動紀實

大寶金剛法王與尼師們合影

訪問不丹期間，仁波切
前往許多歷史古蹟，特別是
塔丘拉岡，由大成就者唐東
嘉波於十五世紀建造。這意
味著仁波切必須走過這位大
成就者所建造的鐵索橋唐東
嘉波在不丹境內建造了許多
座橋。仁波切在唐東嘉波的

不丹薩迦寺前與信眾合影

2017 • 秋 第 19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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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蕩通賈波所興建之鐵橋

寺院，也是旺楚克王朝王氏
祖居地，現任國王就是系出
此族。仁波切在丘美的唐東
祖古的母親住處接受茶飲招
在蕩通賈波祖師化身的住處晚餐

祖古竹楚拿旺辛列隆珠的住

裡，仁波切應明雅祖古仁波

仁波切在布姆唐的行程

處共進晚餐，結束這裡的訪

切之邀請，與吉祥格桑公主

都是朝聖，包括火焰湖、古

問行程。

午餐。接下來的幾天，仁波

傑拉岡――是布姆唐前三位

切為信眾們加持。

國王的安息地，也因為據說

仁波切也訪問了幾處聖

34

待。

地，包括竹楚拿旺辛列、西

4 月 10 日，仁波切北行

姆托卡宗――在這裡接受了

道布姆唐，這裡是不丹的信

信眾的供養。西姆托卡是不

仰中心，途中仁波切兩處聖

4 月 12 日，仁波切飛

丹為了防禦西藏攻擊而建造

地停留：旺杜波德朗和通薩

回帕羅，在薩倉卻登酒店與

的許多堅固寺院之一。在這

宗，後者是不丹最大的宗堡

雪千冉江仁波切――頂果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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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蓮花生大士埋伏藏的一棵
樹而馳名。

活動紀實

此行朝聖之旅的最後一站是
為在祈楚的頂果欽哲紀念博
哲仁波切的孫子，也是心子

物館，這裡是大師在不丹的

――共進晚餐，此地是欽哲

故居。

揚希仁波切正式的住處。

經過一星期充滿驚奇發

隔天，仁波切訪問帕羅

現的豐富之旅，法王子大寶

塔克桑寺院社區，又稱虎穴

金剛仁波切於 4 月 14 日離開

寺，傳說蓮花生大士曾經在

的山崖上，公認為世上最神

帕羅國際機場，回到德拉敦

此修行多年。它高懸在帕羅

聖的佛教聖地之一。仁波切

度母宮，與家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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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任薩迦法王美國弘法行
41任薩迦法王於3月31

和上師瑜珈的儀軌，獻長壽

吳著金剛仁波切、傑尊姑秀

日啟程前往美國和歐洲

供養。之後，達欽仁波切的

金剛瑜伽母、吉美欽澤仁波

展開年度弘法之行，今年將

健康情形明顯好轉，於是法

切、以及喇嘛貢嘎塔澤仁波

分別在西班牙密集傳授金剛

王離開西雅圖，前往位在東

切。

瑜伽，以及在德國傳授道果

岸的紐約薩迦大悲遍空寺。

第

法王停留期間的重要行

第 41 任薩迦法王於 4 月

程還包括在大悲遍空寺舉行

由於傳來達欽仁波切健

5 日抵達位在紐約州渥爾頓的

的長壽灌頂和藏人與喜馬拉

康情形不佳的消息，薩迦法

大悲遍空寺，有數百位弟子

王和隨行人員於 3 月 31 日急

參加金剛瑜伽母教學。法王

忙趕到圓滿宮，為達欽仁波

於此駐錫三周。

教授。

切舉辦長壽法會。

此行隨行的成員包括

薩迦法王陪在達欽仁波
切身邊幾天，遵循馬頭明王

法王子無著金剛仁波切

大悲遍空寺

薩迦法王和達欽法王相互問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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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加持堪布卡桑

活動紀實

大佛母供曼達給法王

吉美堪哲仁波切和舊金山的喇嘛貢噶塔哲
仁波切接受灌頂

傑尊瑪仁波切Sey姑秀拉

薩迦法王給予加持

薩迦法王和傑尊姑秀仁波切共餐

薩迦法王傳授灌頂

薩迦法王給予長壽佛灌頂

雅社區座談，以及放生和掛

物館時，獲頒紐約榮譽市民

天馬旗等等。

證。

法王受邀在紐約市舉

法王結束紐約訪問行程

行的慶祝西藏基金會成立

之後，短暫訪問明尼阿波里

三十五周年特別來賓，並且

斯市，接受明尼蘇達州榮譽

在訪問史泰登島馬歇西藏博

市民證。

薩迦法王在西藏基金會給予開示

薩迦法王在博物館給予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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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功德
摘自《雜寶藏經》卷第九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T12 No. 367）云：「舍利子。極樂世界淨佛土中。處處皆有七妙
寶池。八功德水彌滿其中。何等名為八功德水？一者澄淨。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輕軟。
五者潤澤。六者安和。七者飲時除飢渴等無量過患。八者飲已定能長養諸根四大。增益種種殊
勝善根。多福眾生常樂受用。」
在《掌中解脫》第四天的教授中（第171頁），引阿底峽尊者所說：「藏地所有的水都具
足八支，因此在藏地單供淨水即可。」接著又引欽 • 絳貝央所造的《俱舍論莊嚴釋》

1

說：

「清涼甘美輕、柔純無臭味，飲不傷喉胃，具足八支水。」說明八支的每一支都能產生一種功
德如下：
1. 供「清涼」水，有戒律清淨的功德。
2. 供「甘美」水，有獲得勝味的功德，來生能受用殊勝美味。
3. 供「輕」水，有身心堪能的功德，能夠受持善法。
4. 供「柔」水，有心相續調柔的功德。
5. 供「純」水（純淨無雜質的水），有神智清明的功德。
6. 供「無臭」水，有淨障的功德，能清淨自己的業障。
7. 供「不傷胃」水，有身體不生疾病的功德。
8. 供「不傷喉」水，有語音和雅的功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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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公案

金貓因緣
摘自《雜寶藏經》卷第九
1

昔惡生王 ，遊觀林苑，園中堂上，見一金貓，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即遣人，尋復發
2

掘，得一銅瓮 ，瓮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獲一瓮，如是次第，得三重瓮，各受三
斛。漸復傍掘，亦得銅瓮，轉掘不已，滿五里中，盡得銅瓮，盛滿金錢。
時惡生王，深生奇怪，即詣尊者迦栴延

3

所，即向尊者，具論得錢所由因緣：「我適輒欲

用，將無災患於我及國人耶？」
尊者答言：「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問言：「不審往因，其事云何？」尊
者答言：「諦聽！諦聽！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遺法之中，爾時有諸比丘，於四衢道
頭，施大高座，置鉢在上，而作是言：『誰有世人，能於堅牢藏中，舉錢財者，若入此藏，水
不能漂，火不能燒，王不能奪，賊不能劫。』
時有貧人，先因賣薪，適得三錢，聞此語已，生歡喜心。即以此錢，重著缽中，誠心發
願。去舍五里，當還家時，步步歡喜，既到其門，向勸化處，至心發願，然後入舍。」
尊者言：「爾時貧人，今王是也，以因往昔三錢施緣，
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錢瓮，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恆於五
里，有此金錢。」
王聞宿緣。歡喜而去。

1

惡生王：又稱琉璃王，或毘琉璃王。為舍衛國波斯匿王之子，末利夫人所生。弒父王而嗣位，又以
舊怨滅迦毘羅城之稱種。(摘錄自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2
3

瓮：今作甕。
尊者迦旃延：佛十大弟子之一，論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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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雲老和尚生平事略


摘自《維基百科》

虛

雲和尚（184?－1959年10月13日），

（1886年）於福州鼓山湧泉寺剃度出家，從

俗姓蕭，生於中國福建泉州，佛教比

妙蓮和尚（1844年-1907年）受具足戒，師

丘，為禪宗高僧。中國曹洞四十七代，臨濟

承曹洞宗四十六世鼓山鼎峰耀成禪師（1858

四十三代，雲門第十二代，法眼第八代，溈

年－？）。

仰第八代。其禪功和苦行倍受稱贊，以一身

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離開鼓山。

而兼禪宗五宗法脈，整頓佛教叢林，興建名
剎，為現代中國禪宗傑出代表。

曾遍參金山、高旻、天童、天寧諸名

籍貫姓名
虛雲和尚原籍湖南湘鄉，生於福建泉
州。出生年有不同說法，岑學呂編年譜言出
生道光二十年（1840年）；楊樹達記載虛雲
生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鼓山虛公
禪行述聞〉言生於咸豐十年（1860年）；虛
雲作於1929年的〈雲南西山靖國雲棲禪寺募
捐啟〉自言：「自念年將古稀，一龕待死久
矣。」可知至少生於1860年後；〈雲南雞足
山祝聖寺虛雲和尚略傳〉言生於同治十二
年（1873年）；其舅父言其生於同治十年
（1871年）。有學者考證出生約同治年間。
出生時母親就去世，由庶母撫養長大。
俗姓蕭，初名古岩，又名演徹，字德清，別
號幻游。一說為梁武帝蕭衍後代，其父蕭玉
堂是舉人出身，官至泉州府幕。

青年時就對佛教產生濃厚興趣，一心
出家修行，17歲時，其父為防止法師出家乃
為其娶妻田氏、譚氏，然法師與田譚二氏
同居而不染，至心佛道。約最早光緒十二年

文殊．第 19 期

剎，巡禮佛教四大名山。後從天台華頂融鏡
法師習天台教義。朝拜五台山。後經終南山
入川，轉赴西藏，折至雲南大理，重興雞足
山迎禪寺。法師發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
以報答父母之恩。遂從普陀山出發，歷經兩
年到達五台山，傳說途中兩次遇險時，都遇
到文殊菩薩化身相救。
法師經四川、西藏，至印度，從雲南
入境，過大理，朝賓川雞足山。過昆明、曲
靖，如貴州省、湖北省。至武昌時，於寶通
寺禮志摩和尚。學「大悲懺」。赴九江入廬
山。於海會寺禮志善和尚。參加念佛會。過
境安徽。游黃山後。朝九華山。禮地藏王菩
薩塔、百歲宮、禮寶悟和尚。渡長江至寶
華山。禮聖性和尚。留住過年。此後至1901
年，先在江南一帶講經說法，後入北京，時
逢八國聯軍入侵，離京至西安，於1901年，

深具佛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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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終南山入川，轉赴西藏，折至雲南大理，
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到達賓川雞足山
[2]，重興雞足山迎祥寺（即祝聖寺）。光緒
三十年前往泰國、檳城等地，考察東南亞佛

如是我聞

教，講經說法。

以該寺隱匿反革命分子，窩藏軍械及金銀為
由，囚禁虛雲老和尚等26名僧人。虛雲和尚

振興佛教

被拘禁於方丈室內，門窗封閉，絕其飲食，

1911年（宣統三年），為團結佛教徒，

大小便均不許外出，並遭四次毒打，虛雲和

保護寺院，斡旋上海佛教會與南京大同會的

尚肋骨折斷，遂闔目不視，閉口不語，呈入

對峙，虛雲出滇至滬。接著，赴南京晉見孫

定狀，八日後始甦醒，虛雲和尚嘔心瀝血所

中山，議定修改佛教會會章諸事宜。同年4

撰《楞嚴經玄要》、《法華經略疏》、《遺

月，因政府更迭，在見過孫中山之後，又前

教經注釋》、《圓覺經玄義》、《心經解》

往北京去見袁世凱。在上海改組中國佛教

等著作毀失殆盡。事發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會，成立中華佛教總會。1920年重興昆明西

席李濟深通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斡旋，事

山華亭寺，改名雲棲寺。歷任福建鼓山湧泉

件至1951年5月下旬，歷時三個月才告一段

寺、廣東曲江南華寺、廣東韶州雲門寺諸大

落。海內外佛教界稱之為「雲門事變」，共

寺住持。

二十六僧人遭拘禁拷打。

融合漢藏

1952年參與發起中國佛教協會，獲推
為首席發起人。1953年獲推為中國佛教協會

1913年(民國二年)，西藏有些王公活佛

名譽會長；但拒絕出任，到江西永修縣雲居

受到英國及印度政府煽動，不肯承認民國政

山真如禪寺帶徒修行。期間多方籌劃修復寺

府，袁世凱乃下令雲南都督蔡鍔準備出兵西

廟，並開荒造田，自給自足，種植茶樹、果

藏。為避免生靈塗炭，蔡鍔乃託請虛雲老和

樹，開闢花園。寫有《重建雲居山真如寺事

尚冒險深入藏區，商請在西藏德高望重的東

略》與《雲居山志重修流通序》，交由香港

寶法王，出面遊說當時主政的西藏活佛承認

志蓮淨苑與佛經流通聯合出版，流傳於世。

民國政府，消弭化解了一場可能發生的戰
爭。

精神不朽

領導佛協
1949年，應邀赴北京參加佛教協會籌
備會議，在廣濟寺與圓瑛法師、趙朴初等成
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0月，他代表中
國佛教徒接受錫蘭佛教代表團贈送的「佛舍
利」、「貝葉經」、「菩提樹」三寶。
1951年春，虛雲老和尚擬在雲門山大

1959年虛雲圓寂於雲居山。1982年，
美國紐約佛教禪宗中心為他修建紀念堂，將
其傳記用英文刻於石碑。記載其生平事跡的
有《虛雲和尚事跡》、《虛雲和尚年譜》、
《虛雲和尚畫法集》等。舍利留存廣東南華
寺。
虛雲法師曾以此一對聯自述其波瀾壯闊
的一生：

覺寺傳戒。適值中國展開「鎮反運動」（鎮

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

壓反革命），廣東省乳源縣民兵包圍寺院，

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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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普賢祈願大法會實況報導

2016

年第25屆普賢祈願大法會在

釋迦牟尼佛出生聖地―藍

毗尼園舉行。這次由41任薩迦法王、大寶金
剛法王、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法王子無

變金剛仁波切，薩迦傳承內教派近百位的堪
布、圖苦、活佛以及近五千位的僧眾一起來
修唸普賢行願品。法王慈悲，特別在普賢法
會期間給予了金剛薩埵的灌頂，也為達欽法
王舉行了上師瑜珈法會。另外普賢祈願法會

普賢法會期間，每天早上7點鐘所有僧眾

期間由大寶金剛法王、智慧金剛仁波切等共

一同唸誦度母四壇供。接著薩迦法王9點鐘就

同舉行祝禱薩迦法王健康長壽、大轉法輪的

開始帶領法王子、堪布、圖苦以及僧眾唸誦

長壽佛法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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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隨唸三寶經、十六阿羅漢、文殊真實明經以

德及印度二地分別進行。在尼泊爾我們在究

及普賢行願品。在普賢祈願大法會期間至少

給企謙仁波切的寺院大慈寺舉行，我們贊助

要唸誦10萬遍普行行願品，願以此功德迴向

當地近百戶的盲人，每一戶人家贈予兩袋共

世界和平、國泰民安，一切俱德上師健康長

五十公斤的白米、兩桶油、兩包鹽以及一袋

壽、信眾違緣盡除。

的糖，由法王子大寶金剛仁波切的長女傑尊

文殊佛學會冬令濟貧的活動，在尼泊加

瑪仁波切帶領我們大家，讓盲人能渡過一個

2017 • 秋 第 19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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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親自加持普賢法會功德主名單

溫暖的冬天。
在印度濟貧的部分，我們選在菩提迦耶
薩迦寺預定興建地，發放冬季物資給附近的
流民，於昨日1月11日由薩迦法王親自的贈與

44

印度與尼泊爾的濟貧，都能夠順利圓滿的進
行。
我們願以此功德，迴向給一切眾生，願
都能遠離貧困苦痛，得到究竟的安樂。

當地的兩百五十戶人家，除了物資的贊助之

2017年普賢祈願大法會將於12/26~1/4在

外，也給予了他們加持及祝福，很高興，感

印度菩提迦耶舉行，歡迎大家隨喜供燈、供

謝大家的慈悲地贊助，讓我們每年的例行在

僧、供花、濟貧等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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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佛學會每天早晨七點半共修持綠

度母四壇供，迴向所有讀者健康

平安違緣遠離，亦歡迎大家前來共修。
供及喜金剛儀軌，另每個月藏曆初十、
二十五共修金剛瑜珈母，我們將不定期
等，我們誠摯的邀請您成為我們中心的
會員，每個月固定贊助會費金額不拘，
端視於您們的方便，希望能夠聚沙成
塔，以圓滿法王利生的佛行事業，也懇
請您廣邀朋友一起來共襄盛舉，今將我
們中心的銀行帳戶以及郵政劃撥帳戶告
知於您，希望得到您們慈悲的贊助與護
持。另您們有空時，請至本心中的網站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出版各種刊物、唱誦CD、弘法DVD…等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每個星期日下午2:30-4:30 共修度母四壇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經辦局收款戳

經辦局收款戳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人

訊

處 電話

備註：

姓 名 通

□ 無需寄收據

名

□ 請寄收據

(小寫)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帳號

戶

款

萬
拾
佰
仟

金 額
新台幣

50085443

以上將會開立抵稅收據，以茲徵
信，方便您報稅時使用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二) 受款銀行：
兆豐銀行―安和分行
銀行帳號：019-09-01924-7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
文殊佛學會
ATM轉帳代號為：017
＊ ATM 轉帳註明帳號後五碼，以
佛學會帳號為例，其後五碼為：
19247 （請先確定提款卡是否有
轉帳功能）
＊ 臨櫃匯款請填上匯款人姓名；
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附上聯絡
電話及地址，註明收據開立人姓
名，傳真至02-2747-9992。

98-04-43-04

(一) 郵政劃撥帳號：5008-544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
文殊佛學會
＊ 懇請在劃撥單寫下地址及聯絡
電話，備註欄寫金額用途

仟

佰

帳戶，衷心感謝您的發心！

寄

拾

若蒙您慈悲的贊助，請匯款至以下

□ 贊助會費
□ 贊助法會
□ 助印經書
□ 祈福光明燈
□ 供養法王
□ 購置會所基金
□ 普賢祈願大法會
□ 印度寺院修法
□ 其他

元

得到更多較新的訊息。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瀏覽：http://www.hhtwcenter.org，可

下期預告
印度薩迦寺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實況報導
2017
大寶金剛法王香港弘法行

請寄款人注意

0503票據存款
210×110㎜（80g/㎡模）保管五年

交易代號：0501、052現金存款

2212劃撥票據托收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單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
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
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
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
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薩迦法王美國普賢祈願大法會實況報導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一、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
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二、如 欲 查 詢 存 款 入 帳 詳 情
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
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
辦理。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
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
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
訖章者無效。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

2017普賢祈願吉祥大法會 功德主資料表
2017年12月26日至2018年1月4日
姓

名

電

話

傳

真

徵求主要功德主：
□ 一 日齋僧吉祥總功德主 60 萬元，共有五千
位出家法師受供。

□ 一日齋僧吉祥副總功德主30萬元
□ 點燈祈福總功德主50萬元
□ 點燈祈福副總功德主25萬元
□ 濟貧總功德主30萬元
□ 濟貧副總功德主15萬元
□ 供醫藥總功德主30萬元
□ 供醫藥副總功德主15萬元

E-mail
地

址

隨喜功德主：
□齋僧：我願意在法會中隨喜供齋______元

匯款銀行：兆豐銀行 安和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銀行帳號：019-09-01924-7
ATM轉帳銀行代號為：017

□供酥油燈：10元 × 100 盞＝ ________元
□供醫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濟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請註明帳號後五碼，以供核對，謝謝！
ATM轉帳後五碼：

供養功德金總金額：

郵政劃撥：5008-5443
◎凡贊助大法會者，將致贈印度薩迦寺成就大法會壇成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砂。
懇請在劃撥單寫下地址及聯絡電話
備註欄寫善款用途

◎凡贊助大法會1000元以上者， 將致贈壇城砂、吉祥結
及聖地菩提葉。
◎凡贊助大法會5000元以上者，將致贈壇城砂、吉祥
結、聖地菩提葉、法王加持念珠及2018年桌曆。
◎凡贊助大法會萬元以上者，除上述加持結緣品外，另
致贈喜金剛甘露丸。
◎凡發心為主要功德主者，除上述加持結緣品外，另致
贈法王開光加持布繡唐卡。

薩迦文殊佛學會連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塔悠路81號3樓
電話：02-2747-2468
傳真：02-2747-9992
E-mail：hhtwcenter@gmail.com

∼為方便法會中的僧伽每天迴向祝福，下列姓名請務必用正楷字填寫∼
迴向現世者名單
迴向往生者名單
（可用英文拼音填寫）

性別

關係

（可用英文拼音填寫）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性別

關係

郵政劃撥：5008-544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
懇請在劃撥單寫下地址及聯
備註欄寫善款用途

生活小百科

匯款銀行：兆豐銀行―安和

喝水去秋燥
晨起吃粥健脾胃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
銀行帳號：019-09-01924-7
ATM轉帳代號為：017

(欲用ATM轉帳，請先確定提款卡是

明明是秋高氣爽的好時節，為什麼身體

潤腸通便、滋潤肌膚

總覺得有點不太對勁？不自覺想要乾咳幾

的功效，與水調和喝

聲、鼻子開始出現類似過敏的現象、皮膚乾

下，既可補充水分，

燥脫皮……，身體缺乏水分滋潤，當心「秋

又可以防止因秋燥所

燥」症狀。

引起的許多乾燥症

想去秋燥必須「養陰」，而「養陰」的
重點在於留住水分。
除了多吃平潤的食物外，水分的攝取也
不可少。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傳統醫學科

狀，還能抗衰老，是秋季養生的簡單良方。
不過，由於蜂蜜內可能含有某些厭氧
菌，嬰幼兒、腸胃道過於敏感，或是吃甜食
容易泛胃酸的人應避免食用，陳萍和說。

針傷科主任陳萍和建議，早上起床後喝一杯

喜歡喝茶的人，秋天可以用杭白菊泡

溫水，可以讓整個消化系統甦醒過來，腸子

茶，半發酵的烏龍茶也是不錯的選擇， 適度

開始蠕動，就會想上廁所，當然也就不會便

飲用有助於潤喉生津、清除體內積熱。

秘了；但是 千萬不要喝冷水，因為人的脾胃
「喜溫忌寒」，低於室溫的水多喝反而有害
健康。

兼具補充水分與潤燥兩大好處的飲食就
要屬吃粥了。
陳威達說， 秋天早餐若能吃些溫熱粥或

多喝水很重要，喝水的方法也要注意。

藥膳粥，可說是養生一大良方， 尤其是脾胃

壢新醫院中醫科主任陳威達說， 喝水時最

虛、消化吸收功能比較差的人，吃粥有助健

好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少量多次，不要一次

脾胃、補中氣。百合粥、銀耳粥、杏仁粥、

灌太大口，否則身體無法有效吸收、分佈。

蓮子粥、堅果粥與芝麻糊等，都是很好的養

「喝太大口的水，就像忽然間下起大雨一

生早餐。

樣，尤其是循環差、經絡容易阻滯的人，身
體局部會鬧水災，也就是水腫，」他提醒。
另外， 中醫師還有一個補水小祕方，那
就是喝蜂蜜水。
蜂蜜可以潤燥、清熱，有潤肺止咳、

中醫師提醒，老年人、體質較虛弱者，
或是每年冬天都會明顯感覺不舒服的人，應
該從秋天就開始調理保養身體，多喝水、多
吃滋陰潤燥的食物，以增強人體的抵抗力。
※文章引用自康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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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塔悠路81號3樓
電話：+886-2-2747-2468．+886-913-032-458
傳真：+886-2-2747-9992
E-mail：hhtwcenter@gmail.com
網址：http://www.hhtw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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