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筑 毛
、

列 季采酬金

i體i哥

拉山|

佛貧

恭成佛像 功 德

凡 見佛像

濕氣

」 。故說悶 三 貫之 名 ，或見佛像、佛塔，皆可寫成佛種子。
三者皆為金輸之輔料輸王

••

第

33

日一初月十年卯丁曆食

期

日 一 十 二 月一 十年六 十 七國民華 中

，必須存心恭敬 ，不 可稍有褻潰，更勿加以損壞。即便宜在林、上

.

或地下，甚至 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線索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 行一人於雨中見小泥
塔 ，急拾草履蓋之 。叉一人歪，以屐垢，易他淨物;如 此 二人，以此功德 ，其後與造塔人，

••

現觀莊嚴論頌

(28)

法尊法師譯

啪啪嘶叫烈烈柄吟片總!可呦，柄rr
追息款一切。能勝諸煩惱 。

可熱喲，可桐柏如啊，g.Z\連可只只符合有可呵訶能!
恁散刁三位害。菩提供養依。

a)4:~可夫貝爾特哦\ l夫吶柄咕咕呵呵司令啦!
勝解謂自利。俱手lJ 及利他。
、\、

、\、

叫

e 、、….~、

司柄呵吋擎歌i河吋3
按伊
1F2利柄吋! !郎慰歌.汽只吋汽句照只柄汽嗎只咕平刊有研吋呵彥研

!

當知此三種。各布下中土。

師柄可可廷在!可Rt啊， ，逗吋造兩你r
別別為三品。又以下下等。

柄神問題許海南1 \原肉，純熟糟的
j是各分為三。共二十七種。

你有時荒草動呵!制裁呻幫喇叭帆布
般若波羅蜜。於諸勝解位。

黃敏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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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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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金剛乘
學會破土劉
上師主持典禮

「

臺北學會

財神灌項

-+

5 一

敦球法正特告頌

祈請

SWIFT REBIRTH OF
DUDJOM RINPOCHE
頂果欽哲響波車造

傳 y表弟子劉銳之恭譯

by H.H.Dilgo Khyentse
Rinpoche

1~卒〔們們們訴{啥惘，法?可以:j

自始清淨空性大解脫

In the vast Dharmadhatu pure from the beginning ,

i 叫罵司只想〈話.~I~\~~遐想:呵呵文 l

說詮菩提大祟幻化奔

The
magic dance of the great bliss of
enlightenment

問:呵呵1~.1找啊!衍丸之娥的 i
Arises
in
the
Vidyadhara Mast

form

of

the

糾糾-呵呵示:呵呵?桐柏走到三的不呵!

perfect

建起i產主持明土師身

all-pervading
主心祈禱告?意恆隨令

Pray that you think of us as we call to you
pointedly.

i 公司呵呵夫叭叫之三tf;詐，呵呵呵 '~~ï

智意安位內明法身中

Although
you dwell
in the
inner
light
primordial wisdom , the vast dharmadhatu ,
、叭

叭示

同可l芝q志們頁只有割肉何代哭叮叮|
Do
not
forget
compasslon ,

,

of

1品以悲憫虛室主恆久

your

with

one 由

吋叫吠魚肉司司每l份叫~(Ãl司令q

all-pervading
於防教改勝:意恆不倦

The welfare of those to be helped , until the end
of time

!足í-'-{叫劫持丹等小叭叭叫馬-1
Make the sun of an emanation arlses

-6 一

化身朝陽迅速輝昇起

!執列成~c::..'.q.:'i呵呵你叫伊志 ~~'I

渴社受苦常逗所教化

Think of the creatu~es df this
constantly tortured ,
…

-v--

叭叭

i 也晰可代之:.q汽到呵呵喇叭﹒刑1
Think o .f the light of the

age ,

decadent

勝教光輝近遠之思維
Buddha's

teachings

about to -dim;

!認認:守mstbkγ '~r:，.' 哨 ~:l
Do not forget your marvellous
miraculous signs ,

無止發心奇妙徵兆具

intention ,

句:2可吶尺呵呵 q詞可叫﹒汽刑判句句呵呵志社q
Tö help

thos~

with

難調音色調悠誓祈勿忘

difficult to rescue
C\C\ 恥、

!你叫 -0 呵呵呵喇喇啊啊啊呵呵|佛陀為利濁若有情事
Towards the beings of this degeneratetimé , your
Enlightened Intention ,

問叫可說初有抖，呵呵失叫q 交代初
Is
far morepowerful than that
Buddhas ,

i 荊州均每1喇喇叭們叫 l

發心堅問道師聖叉子

of

.the

other

事業使索，惟有汝等對

And you are the only herald of the Activity
Padmasambhava and His heirs:

R這是代的有叫副院們可叫桐柏荒而i

of

企別重諾誤，顯明顯示

Therefore make shine your diamond promise
J、、

c、、

c、

!只呵呵刊呵呵刮來﹒芳芳是代失守諾夫椒 1

珠勝丈傳社月微笑光

Through a sublime life , like the smiling raysof
the autumn moon on the ocean ,

i 呵呵吋丸1LSZ馴弘達FKi 判定兮i
Increase the
doctrine ,

tide of arnbrosia of

(1...、戶。、......-

<:'-.

c-...

叭叭.均可1秒可乏的.它是1~'~們尺'1

史教甘露海藏廣弘揚
the

supreme

成熟解脫求生存慰籍

Cornfort the beings with the nectar that matures
and libe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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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三.

!有?到再有代哭叫可汽是可也只弋均尺呵呵夫叫失'Y\

瑞兆利益美鈴造三界

Enbellish
the three worlds with such
beneficence

戶州有代汽.~~<代科Þ:j~a.;守主們ξ 汽﹒ ?d
At the
request of the dakini
holder of the Secrets ,

marks

of

所謂持密空行持明串在母，

Rinzin

于這咐呵呵剎.~封叭叭﹒呵呵呵﹒呵呵示范芳

Wangmo ,

及身語意之勝于r~占藩 .il 布 j

and of Shenphen Norbu ,
the supreme son of the
Master's Body , Speech and
Mind ,
丸，、、，-

"'-

F汽時吋吋代穹的有們﹒門 fjd.

依止與俱如是賜教今年吉日，

of the
this prayer was composed on the 29th day
Khyentse ,
11th lunar month by the old Dilgo
、，-

1:'、心、‘、

'\'f<Q之丸，.:'fi~~"~:想尺..~叫﹒;r.，t~呵呵汽志丹叮~<咐{﹒

善妙恭故修習於此，聖岩者宿堂堂

a very humble disciple ,

可言們心?糾咕咕可啊研計1

成為其祈禱私告之事。

with the wish that it be beneficial

,

呵呵鼠1冤叫忍耐1.吶呵呵啊?呵!
The essence of
Precious Roots ,
C')._ __

all the Sugatas of

_ ç\ 俗、

.~~I.'

!汽ll. ~.~ <rt'，λ忍F夫且可可F勾引'lÎl q 刊。志可
By the
Padma ,

blessing

!汽

j長諸善逝王寶玉根本

γ 、t:-."

of

哇丸吋忌罰
1 峙玉
詠沁{抖叭志叫{勾沁、可、叫叮
h
J刊1~們
夸叫t特代可遭芝芝;ffA叉{

the

i

the

Three

拒權持明進師之加持

powerful

vidyadhara

__~

May the Body of Manifestation of
Dorje ,

Dudjom

Yeshe

」忍§繁失言執司 q 穹叭們汽汽.代當伊泠柄忌
h
汽.肉叫走吭吋汽可.們毛
Appear swiftly and accomplish the supreme
of the beings

一 8 一

goal

廣博淵深，日小乘、日大乘

9

1臼有眾

唱一切皆成佛者。)

郭先與原著

劉銳之科判

立了大乘終教〈楞伽經、起信論等，說真如緣起之理，

平等者。〉

空始教〈般若經、一一一論等，說諸法皆空，顯無所得

不定、無性」建立依飽之罵法。)

相始教〈深密經、唯識論，分別五性士一一乘定性、

且自賢玉如求九乘差別略義
按佛法大海

若不條分縷析，易致混淆。漢土古代大

、日空宗、日顯教、日密教、多姿多采，頭緒紛繁，故須分
齊，始能明瞭
宗帥，有判教之作。
如天台宗之化法四教﹒.

一、藏教(一一一藏歇，正化二乘，傍化菩薩。〉

復有頓、漸、秘密、不足之化儀四歡，恐繁不贅。
又如華嚴泉之五教﹒.
一、小乘教〈四部之阿會經「增一、長、中、雜」發智
等論?說灰身滅智之涅槃怯。〉

復有天台宗之五時教(華嚴時、鹿苑時、方等時「

(從牛出乳，從乳

維摩、勝鬢經」「廣談均等」、般若時、法華涅槃時。)

天台宗叉依涅槃經之喂鸝五喻

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熱酥，從熱酥出聽轍。佛出

生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躍，從修多羅出方等經

，從方等經出般若經 從
9 般若經出大涅槃，猶如聽酬，喻

臼
又如瑜伽密真…一Z
一
R本弘法大師之十住心﹒.

二、大乘始數分一一為相始教、空始教。此一一本閉一部佛
眾性
生也 0)亦恐煩不贅。
悉有佛性之義，故貶為始教。

•.

四、鷗教(對最上利根之菩薩，設事理園融之中進質相

一一一、劉教(別於二乘，且別於菩薩說無量大乘之法。五
)、醫歡(華嚴經、法華經，明麗融兵德之一乘者。)

理智為教，如維摩默而顯不一一，達摩之心印心。V

二、通教(通一一一乘而同學，菩薩為正磯，二乘為傍磯。四、頓教(對一類頓磯，不依一一一一口旬，不設位次，以頓徹

-9 一

.•

一、異生低羊心(其性下劣，除求水草念淫欲外，他非
所知。本不可列於教鉤，以可進第二心故列。〉

o

〉

禪密行人均以依庄於師為尚，在信行人觀之，則覺

其入海算涉，徒勞動苦，而於法行人，則認為可較量，

此文博引顯嚮經典，旁及西藏原文自非郭民不能作

一一、愚一輩持齋心(為內薰外緣所誘，亦修五成十華等作以清其內心之分別，知懷寶而不知，甚至亂其層次。
善，人乘之教也
郭氏原若

一一一、嬰輩無畏心〈嬰章為母所抱則安，外道生天，暫得 此，乃蘊扶病科判之，與諸同學共聞研究。

蘇息，四釋之生一天教也。以上一一一為世間法。)

乙一囡循人天乘又分「人乘」「天乘」二種。

甲一世閱法中分「囡循人天乘」及「顛倒外道乘出一種。

種。

四、唯蘊無我心(一一一世實有，法體值有，得無我空者; 一切法門，大分「世間法」〈世法)及「出世聞法」二
聲閉乘之佛法也 0)

五、拔業因種心〈處無佛世，兒飛花落葉，觀十二因緣
，雖拔煩惱閥，習氣未壺，如緣覺乘D)一一乘

丙一人乘

了一乘五成之行法

戊一一地獄

〉

而生於人問者，故亦名五或乘。
丙一一天乘

了一乘十善之修法

一 10 一

六、他緣大乘心(觀自他先親平等，情真如平等，與法
相宗所教相當，彌勒內證法門也。)

戊一本毅生

戊一一本不與取(偷盜〉

七、覺心不生心(賴耶緣起進問心境俱空，一一一論京之八
不中道，文殊之內證也。)生滅來出常斷一異

(深釋 是由昆盧遞那之教覺而無自性，華嚴之法

戊二餓，鬼

D

十、秘密莊嚴心(金胎兩部六大-密
Z五稍五智等了無盡
法鬥也

又如無上密霉瑪巴之普賢玉如來九乘，詳見下文，

於此不贅。

戊一一一畜生

門當之，普賢之內證也。〉

了二出一一一途苦

戊五不飲酒

戊四不妄語

戊一一一不欲邪行(邪淫〉

單嚴法界諸位即真如實相，真

••

如無自性，事事無礙、重重無盡之義也。)

九、極無自姓心〈淺釋

心。法華以心即撓無為無相為極意。〉

人、一道無為心(如貫一道心、如實知自心，空性無性

•.

••

••

，近世一切顛倒邪謬宗教及虛妄哲學思想皆屬之。

印度原有六師及九十六種外道，細分有一二百六十種

戊二不偷盜

戊…不殺生
Z)
戊互不邪淫(身 -善

以上一一乘，人天乘尚為正道，以其修行五成十善，
足以淑世利群，自他兩盤。故聖教正法亦以之為入道之
基。外道乘則以顛倒執著，無知妄修，不獨毫無果利，

戊四一小妄語
戊五不綺語

反為淪沒一一一途之因，故所當拾。
甲一一山山世間法

戊六不兩舌

戊七不惡口〈口自善〉

不能不受輸姐超出一一一界，故屬虛妄。外道之乘，執見錯

出世間法名真實內道乘，人天乘但為人天盤問趣生因

戊九一小嗔悉

謬，不能證得究竟解脫，空無果利。此其於彼，故名真

戊八不貪欲
戊十不邪見(意一二善〉

貫內道之乘。大分為二，初「共」「因乘」'次「不共
0

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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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一 出 人 道 入 苦 ﹒ .

」「果乘」

乙一共因乘

戊一生苦
戊二老苦

丙…聲閉乘

乘;此三乘皆為化身大師釋迦牟尼說。

共因乘分立了下下聲聞乘，下中獨覺乘，下上菩薩

戊五愛別離苦

li

藤斷

聲聞乘者，乘四諦之行法
丁一苦諦

ii

戊六怨憎會苦
戊七求不得苦

了二集諦

應修

戊八五陰盛苦

ii

了一一一滅i諦
l 應慕

果也。
丙一一獨覺乘

出一一一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無常膏，而到阿羅漢

了四道諦

〈叉菩蹉嶽經說十苦 生苦，老苦，病苦，
死苦，愁苦，怨苦，苦受(一-E中
X之苦受
)，憂苦，病惱苦，流轉大膏。〉
而生於天上者，故亦名十善乘。

乙二顛倒外道乘

••

戊四死苦

戊一-洞
t苦

••

獨
覺
此他
二聞

乘怯了丁了了了了了了丁了丁丁乘
十

小到死

乘辟
」艾園
，佛緣

經。法

約果

之

諸也

行

.
民間

總

有

/又

問

十

四

異

六、證滅悶，向證有餘無餘之涅槃口

生智之果〈依小乘〉

五、得果問，悶得一切智〈依大口問〉悶得盡智無

四、修行呵，向修一二十七道品。

一一一、見理悶，同悟生空理。

一一、斷揮間，伺斷煩惱障。

一、名悶，同名小乘。

除一、八問者

共青十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者
名 p 二一有取愛妥觸六名議行無，
「而老生
入色
明乘

••

出
從
o

七、出義悶，聞出一一一界。

八、所知悶，向知通未八萬劫事。
即一一、十四異者

…、時臭，聲聞出佛世，獨覺不然。

二、根異，聲聞很性鈍，緣覺根性和也。

一一一、所依異，聲閱依佛而出離，緣覺自覺前出離
也。

由、藉緣異，聲聞藉聲歇，緣覺藉法理也。

五、所觀異，聲聞觀四諦，獨覺觀十二國緣也。

六、向果異，聲聞分四向四果，獨覺唯一向一果
也。

七、通用異，聲閉神通境界狹，獨覺神海境界廣
也。

八、修盟異，聲問練捏一一一生乃至六十劫，獨覺練
根四生乃至百劫也。

九、有悲無悲異，聲閱如鹿，但見自身，故無悲

'獨覺如羊，顧、念其子，故有少悲。

十、一瞬德摩薄異，聲聞之身或有相好，或無相好

'獨覺之身必有相好。

十一、說法現通異，聲間為人說法，獨覺為人現
通。

十二、漸頓異，聲鷗漸得四果，獨覺頓證一果。

十五、利益深淺異，聲聞之化度能使人得七賢七

鑿，(四果)獨覺之化度，不能使人得媛

12 一

••

法以上之益，所以然者~?聲聞輿佛問世 j

眾生一瞄德利根，獨覺出於無佛世也，眾生
薄一醋鈍棍，且不堪多說也。
十四、出處異，聲聞出於人世，而獨覺隱處山林

戊六無分別智，說名此中增上慧體。
了一一一果殊勝

戊一無餘涅槃'說名此中復果智體。

戊二一一一種佛身，說名彼果斷體。

上為大乘十種勝於小乘者，攝大乘論全部郎以解釋

復次，言及大小乘之區別，瑜伽顯揚等論復有七大

了四七大性

乘之主要內容，一該論為必需精龍之害。

二乘間異略如上述，要之皆能解脫生死出離一一一界非此十種殊勝為主。讀者欲深知大小乘之區別，及了解大
人天外道之乘所能比擬由。
丙一一一菩薩乘

菩薩乘者，亦名大乘，本括顯密二乘，今以密乘為

如來乘，故此專指顯波羅蜜多乘 D此乘乃依六度之行法
之說，如該論一首 「大乘性者，謂菩薩乘興七大性相應
，也內無利智外無相好之膏，圓滿一幅智二種資揮間登佛 故，說名大乘。一再何為七
位者。

戊一法大性，謂十二分教中，菩薩藏所攝方

戊一一發心大性，謂已發無上正等覺心。

廣之教。

判大勝小。按殊勝一了行殊勝六，果殊勝一了皆為小乘

戊七成滿大性，謂則無上正等菩援。」
綜上所述，大小二乘雖向為佛說，然其勝劣由確然

正等菩提。

戊六時大姓一，謂一一一大阿僧祇劫峙，能證無上

，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戊五資種大性，詣已成就一繭智二種大資糧故

勝意樂地。

戊四勝意樂大性，謂已超過勝解行地，入掙

信解。

戊三勝解大性，謂於前所說法大性境，起勝

大乘一名勝乘，小乘亦名劣乘，攝大乘諭列十殊勝

•.

所望塵莫及。
了一境殊勝

戊一向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
戊一一一一一種自性，說名所知O相體
T--行殊勝

戊一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
戊一一六波羅蜜多，說名彼入國果體。
戊一一一菩薩十地，說名彼因果修差別體。
戊四菩薩律儀，說名此中增上成體。
戊五首楞嚴等諸一一一摩地，說名此中增上心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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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定論，唯初入佛者往往拘於漠土宗派之兒，味於抉

可分也。茲當進論顯密之尉，此事在佛教長期發展中，

道果味於抉擇，真一一一日乘一小繭，故特殊勝。若就深廣一一門

擇，故不厭詳言之。

扼身語睬戚朋點等耍，以無作智無分別法身藏為體，以

更衡量之，顯教依因門立宗，唯據此暈所成勝義諦為體
，勤修，止觀，時經多劫，始得一分之果，至其抉擇蘊界
處等世俗諦法，唯盡管取捨而已。晨一吉乘賠本待立函，直

事乘、行乘、瑜伽乘、摩詢瑜伽乘

乙二不共果乘〈密乘)
不共果乘分六

自性心安住其中，即於一生等悟入法界真勝義諦而證菩

一一一一口之。如五
-秘
E密「
軌顯教修行者，久久經一一一無數大 諦相一切聽界處等無可取捨故以本尋宮骰剎土莊躍而為

密乘之勝於顯教，在唐代不空一一一蔽之譯述中，巴麗提，又判法界光明晏荼羅即為「體續」'依彼而起世俗

、阿努瑜伽乘、悶的瑜伽乘。

••

「然知諸正覺尊本來

足，故密乘為勝也。

劫，然後證成無上菩提，於其中間十進九退，或至七地 「道續」一本修持方，於諸分位能得入大悉地(成就〉究
，以所集一瞄德智慧，姐向聲開緣覺道果，仍不能證無竟
上能證無上菩提，是為「果續」，如是體道果義皆悉兵
菩提。」文、三十七尋出生義云

戊二就方便多寡

第二、就方便之多寡聞昔日，密亦為勝，就所斷而言

戊間就根和鈍

取捨事自性清淨故，故能依欲樂等行而得成就。

，於難捨事疲憊無功;真言乘則無論何法皆可助道，所

第一一一、就難易霄，密亦為勝，蓋顯乘之法不離取拾

戊三就難易

為顯乘所無，故密較優也。

，不需先業及現生動苦;又有延壽增益等眾多方便，皆

生。真冉一一口乘中，可依水灌頂及得伏鐵等修法，增長富饒

所需以施為墓，皆由先業所致，依緣而成，故當勤於治

大樂為道，不斷一二毒自然清淨，文就所修而昔日，如資生

證'近情失於取捨'淺智惑於有無'是皆自破舟架不可

述﹒.

初者，顯密一一乘雖俱以光明心性為體，然顯乘於館

戊一就體道果義

西藏方面備承印度後期密乘發展後辨折入微之說，
於顯嚮差別，區分至詐。一般以個道理區別之，如下所

了一四道理

丙一顯密辨折

密，文繁不引。(日見韶文〉

日本弘法大師曾擴大日經意，立十住心之說以辨顯

敬之失也。

，顯於一一一毒勤苦魁制，一竟無能除!密乘則以徵妙欲貪等

常住，大菩提眾無不會悶，外道隔於我執，二乘滯於﹒空

••

得而詣也」。文中所云 「失於取拾，惑於有無」正標顯

一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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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根之利鈍霄，密亦為勝，蓋以密乘為和根

道，以其少所勤苦多諸義莉，殊勝日訣性究竟故。
以上四道理之根釀，見於一一一理趣燈。有頌云
「義

除此更有十五差別之說，克於囉梨不思議績，如云

入真勝義諦，故是殊勝。
戊五道

第五、道之差別，顯乘於一一資糧則分漸修，所立五

本來即是本尊真言之自性，真昔日乘則能了知，如幻化道

「色跳鹿為性，受為質生

恆 -E 「勝義世俗無差別，即大平等蠱荼羅。」文立五

「聲聞等下乘，無有勝口訣，「昆」「行」與「持心」 離為本尊，如智慧成就續云

統攝五部而為第六部亦本此背心。〉又

i

簿，想即無章光，行不空成就，識為阿閑碑。」(按唯

ii

以五大清掙為五佛母，如前績一五 「五大五佛母，一切

舊譯持金剛

，「因」「道」「果」與「地」'「時」「受用」「瑜

顯乘之見不外空性被絕戲論

i

識家以識攝蘊，密乘後期發展以代表不動佛之金剛持

所說次第分別說明之。
戊一克

第…、「見」之差別
戊一一行

繭，故亦為勝。

蘊處界，皆清淨名佛。」故幻化密嶽 -E 「如來悉知一
切諸法本來成佛」也。
戊六果

第七、地之差別，顯乘慚捨對治有次第別，故許十

戊七地

下任連自然得果，故是殊勝。

第六、果之差別，顯乘訐長時後得果，密乘則許當

..

無相圓滿吹第扼除風之要而起正智，故是殊勝。
戊四因

平等大智地(二次第最勝光明地)，及任運勝法清淨地

(大清淨果地〉一一一種。又於因乘(顯〉諸地上立第十二

戊八時

「地差別十一一一。」

無染蓮華地，第十三執金悶地等，故是殊勝，如秘密藏
云

勝義﹒，真一一一一口乘車指掙因或離因之本位智而事觀修當下悟

••

，當大動苦;真昔日乘則以有相之生起次第息絕戲論，以

第一一一、攝心一一一摩地之華剔，顯乘修習此觀久久持
一心
地;其言乘則依無別自性而分法界真如任運地，清淨

戊一一一攝心

••

集資糧」殊勝，由十五種別，持明乘最勝。」茲依此頌

伽」'「自他利」「密背心」'「無疲困」「少勞」，「

••

..

了二十五是剔

一而一小味，方便多無難，利根為主故，真言乘最勝。」
道多劫難窮;其一一一口乘則直入無別智論。不了二諦無剔

••

第二、行之甜甜剔，顯乘於行不外取捨二法，密乘不

•.

第四、國之差別，顯乘計以先沒能生所生世俗而悟

- 15 一

••
。

第八、時之差別，顯乘縱燈一一一向僧祇劫亦難成就;
真言乘若精進修行一一一味耶清掙即生即可成就，如密意授

「多方便無

戊十四無疲頓
第十四、由無難苦之行，故能斷除疲頓之苦，以少

難」也。
戊十五集資糧

一做
生成大果利，是故勝於顯乘，故前經一再
記 -E 「於極無數劫，諸佛所證知，若晨一一一口行者，動
證等覺。」
戊九受用

兵皆是甘露，故極賢妙，又達…切自性清淨平等，故極

第十五、積集資糧之差別，顯乘不外共同資糧布施
持戒等六波羅密多，故長劫稽留;真一百乘了知一切皆為
諸佛剎土，隨所受用皆成資糧，故極廣大。艾知…切資

••

，故是殊勝。

戊十一白他利

… 16 一

境吉祥安樂，而成和他，復以不可思議二次第法令內證

攝，茲先表列如左

己一一一瑜伽乘

己二行乘

己一事乘

戊一牟尼續外乘

了一叮當派說六果乘

•.

德及一一一摩地愈念增戶口咒，而成自莉，故是躲勝。
戊十一一密意

第十一一一、難易差別如前已釋。

戊十一一一難易

即諸佛意密，能成正法顱，兵法界真實。」

第十二、密意之蓋別，顯乘除因乘外餘無所知，真
一一一一口乘則能定解大密果乘，-如
剛一
頂切真冉一一口相，
x金「

..

茲當進述密乘中六乘之差別。
密乘中在審派分為六乘興新派四續部之分類皆可互

第十一、成辦自他一一利之差別，顯乘於諸位次僅有 略說真一一一一口乘以意密為道，語密為道，身密為道，所當知
少盆，不能廣辦;其言乘則能以降雨消除饑鐘，以瑜伽 也。顯密差別，無量無邊，略舉大者如上。
閃一一密分六乘
觀行普溺飲食珍寶等雨，及息除疾疫災變等事，令其國

言乘，身語意諸道，大密勝因乘，當知極殊勝。」此謂

第十、瑜伽之蓋到顯乘以無得等引如虛空而觀﹒笠， 殊勝，又諸煩惱雖不斷除自然清掙，二種資糧速得圓滿
，道
故於一生即得解脫。
以後得幻化瑜伽為道;真冉一一口乘則以無別不思議瑜伽為
上為顯密差別十五種，又智慧成就績一千﹒「甜甜密真

戊十瑜伽

用五欲廳，真一一一日，有方便，助道當草行。」

第九、受用之差別，顯乘須斷欲麗而事修行，真言
乘則以為助道方便，如金剛莊巖一去「所斷諸勝妙，受
•.

..

戊一一內大真言乘

己一摩訶瑜伽乘
己二向努瑜伽乘

己一一一阿底瑜伽乘
了二新派說四緝部
戊一下一一一部

己一事部
己一一行部
己一一一瑜伽部
無上瑜伽

灌頂寶冠，引入專緝部，金剛件鈴名，明為行緝部，不
退轉灌頂，顯為瑜伽績，六差別灌頂，名阿闊黎灌頂，
無上瑜伽名，秘密灌頂玉，智慧與無上，第四皆亦爾。
」上頌臨別說瓶灌頂以下為外嚮乘也。文若續部中間灌鷗

授者為內密乘(無上部〉，如密集 -E 「第一瓶灌頂，

第二密灌頂，第一一一般若智，第四名詞灌。」

了二能解脫之修道

第二能解脫道之差別分六
戊一證見

初證見之差別，若知一切諸法本來成佛，即一一一曼荼

母部 li 無上瑜伽無一一部
羅，而悟清掙平等無可取捨者為內，否則為外。
此中事乘，經軌郎一般陀緝尼真一一昌等經'相當當說
戊一一本奪

ii

..

第一一一住處之差點，若緣念王宮及領彌廬頂等請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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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無上部ii 無上瑜伽父部

•.

之雜密部，行乘以大日經為主相當舊傳之胎藏界，瑜伽
第二、所觀本尋之差別，若所有諸會無聞合者為外
乘以金剛頂經真實攝會為主，相當舊傳之金剛界;此一一一
，有面合者為內。

••

者合稱為密乘之外一一一乘，或下一一一部，其與內一一一乘成無上 戊一一一住處
部之直到，當依經論略述之。

..

丙一一一密乘外內大分為二
為外，若緣念塚閱(尸陀林)及烏英等處(空行洲i 茶
密乘外內一一者之直到大分有一了即能成熟灌頂之差 ，吉尼洲)為內。
別，及能解脫修道之差別。
戊凹受用
丁一能成熟之權頂
第四所作，次第安用之差別，若以沐浴清淨為主者為
初者，若續部中未全宜說四灌頂者，尤以除明咒灌 外，如靜慮後續去「污穢及不淨，提惑想若起，當住聞掙
頂外不說其他灌頂者，為外密乘，如吉祥智慧秘密續
-E 處。」若能不計渚掙所飲所食隨樂妥用者為內，密集 -R
「由瓶水灌頂，能入事緝部，寶冠等灌頂，能入行續
「肉等觀擇食。」
部，授金剛件鈴，即屬瑜伽部。」叉智慧明點
戊五器用
-R 「水
••

第五器周之差別，若以珍實等物為掙者為外，以劫

初共同差別，無上部之一一一部亦有認為可攝於父母二
部者，以無二部部方便般若等分無別，與前一一部無別異
故，普演密意續 -E 「勝乘有無上，大智之差別，續差
別說二，無上帝〈輯部，及無上母績。」
..

被羅(人頂骨)為主者為內，如密行 -R 「賢妙器一份
，於其中當食。」
戊六用物

..

諸粥可飲食。」文密集一五

「食便溺血等，當飲於酒等

此你〈母二績之差別，冉說總理若
一以
一影
一像
口生起次第

••

之旨者;其真正意義與精神吾人不可以狹隘心限量心，

而妄肆測度，蓋唯無上部之境界，始為真能將人類控稽

方便及圈滿次第中以風為主者為你〈續;若以空性關滿次

就別相霄，當知有七差別﹒.

丁二差別之義

「最勝瑜伽有二種，方便生起次第風，般若圓滿菩
吾人由此己可略知無上部為真能體現掙染一如真俗不一一
提心，於間輸等所住處攝於智慧虛空界。」

上依經論略說下一一一部外密與無上部內密之差別，然 第般若及圓滿次第中以明點為主者為母績。如秘密成就

，當常食大肉，即勝一一一味耶。」

••

亦有一小立無二部者〉一一一部，亦可分為生起次第，圓滿同
次有無最種，其以廣大性為主者為你〈續9晶宮其生起次第

戊一質性
茲再論誰無上部內各部之差別，由上表中可知舊派
初質性(真實，真理〉之聲別，二部灌頂護摩〈燒
稱無上部為「內大秘密真言乘」，而分摩詢瑜伽、阿努
瑜伽、阿底瑜伽之乘，新派則分父部、母部、無二部( 施〉，盤問住(閱光〉'怒地，事業修法等。儀軌自性不

之心智解脫至於甚深廣大無輩無數之域也。

-E
..

者為你〈績。如金剛乎所作勝樂讚釋云 「若男尊易位，

女主算不易位者為母績，若女主尊易位而男主奪不易位

第，大圓滿三次第口就中一一一乘一一一部一一一次第之圓
差滿
別次
，第
密及
乘怒地等以甚探性為主者為母績。
戊一一生起次第
教典辨析精詳。
丙四共間差別及差別之義
第二生起次第之差別，若其自覺荼羅中男主尊易位而
茲分共同差別及差別之義二目攝略如左
了一共向差別

••

女主尊不移，凡愚所了故，攝磁伽母績，若女尊易位，

••

一 18 一

••

第六用物之差別，若屑一一一白一一一甜等掙食者為外，若叉就無一一之因相隔一一一一口，諸有情界攝於男女一一類
依此二而說方便般若一一績，如金剛樓去 「調伏諾男故
用五肉甘露貨物或以甘露丸許加持作觀者為內，蘇悉地
「我說:一白食，根莖果菜蔬'穀酥'萍，酪，腕，，演瑜伽砂〈麓，為悅諸女故，說瑜伽母績。」
-R
..

男生尊不移，稱瑜伽份〈續。」以例朗之，如於啦盧遮那 等而為嚴飾，此即砂〈績。者女尊相多，且四部之處皆女
晏荼羅中，主容為雕盧聽那，女主尊為法界自在母，若 尊形，裸露披髮灰衣骨嚴，以鹿為座等，此為母績。如
耽盧遮那易為不動佛，而法界自在母仍住原位者，即是 善金剛績一五 「頂輪不動佛，頸鬢懸珍寶。」叉囉梨讀
••

母績。福特部主亦成不動佛，故為意密間里荼羅。如是諸 「座差別屁座，嚴差別骨飾，衣差別灰衣。」
餘部法若互易位市女主尊不易者亦為母績。如身之身為
戊四方向
址盧遞那佛，若於身間向民荼羅中修身之語即無量光佛，身之第四方向之差別，若現觀等時作右旋者為你〈績，作
..

意即不動佛，身之功德部質生佛，身之事業部不空成就 左旋者為母績，抉擇上份云 「左向而旋繞，作供養陳
佛，於中央位僅男主寧，與該部主尊互相易位部與當處 設。」
佛母配合者說為母續易位之法。如是語閱覽荼羅若為無盟軍
戊五詮表
壽，若依語曼荼開維修諾密時，即無量轉與自衣母共處中
第五詮表之差別，若以詮表男尊為主，時間則以置

-E

•.

位，若依語之身時即為敵盧遞那，意為不動佛，功德為 問及上弦丹(白分〉為主，為命〈績，反此為母績，如勝
寶生佛，專業為不空成就佛，中央白衣母不動，一職無量 樂續 -E 「蓋世尊金剛，夜般若當知。」
光與其他主尊易位前與當處佛母配合。如是意密不動佛
戊六圓滿次第
之憂荼羅主尊為不動佛依上法與餘四奪易位。功德質生
第六、圓滿次第之差別，若依脈門以明點大樂為道
佛妥荼羅主尊為寶生佛依間法與餘四尊易位。事業一小空
者為母績，若依風門以明照為造者為命〈續，空行母秘密
成就佛晏荼羅主尊為不空成就佛亦依伺法與餘四尊易位 續云 「安樂以為道，能證脈質性，即瑜伽母績，能證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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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得悉地，以是所近是荼羅之種姓故。
第七、清揮之差別，宣說蘊界處清、掙創男女本尊者
戊三相
-z 「略說五蘊等部稱為五佛，.空界件
為命〈績，如密集
第一一一種相之差別中，亦有形儀等多門差別。就形儀誓旬，即彼持金剛。 L笠說脈界(界即興點〉、清海部勇
之差別而且一日，若時男尊相多尤以四部之處皆男尊形，士
而及瑜伽母者為母績，如勝樂 -E 「齒爪清淨閣大骨璟
其形儀亦與世人相同，如以上衣下裳頭冠，耳稽，參賽 勇士。」叉桑布阿 -z 「其處瑜伽母，以脈形正住。」

頂時，投花所中之部

。此皆母績之法姑舉例以朗讀者所當隅反者也。復次， 風實性，即瑜伽命〈績。」叉寶鬢一試「具德密集中，上
於一晏荼羅中亦可具修五部閱覽荼羅，於一補特伽羅受權下風雙遲，般若勝瑜伽'速龍腦(二種番名〉雙遲。」
部以該部為主安於中位前修習者
戊七情淨

••

..

..

..

一

二觀察云

「脈雙瑜伽母，各各有三種，味、展、普顫 於此有一舉世紛辨之唐密藏密高下問題，蓋以唐代開元

「色蘊盧舍那，受等依次駝，地大部佛眼

••

，水大等如是，根根等亦詣。」此皆依所主輕重而建立

大乏味耶去

••

依樂明無分別三摩地而證身智質相也。

，何足以語此。然時移世異，谷，，日欲宏密乘，自不能以

創教規模，囡有深意存焉。今世矜道秘傅，侈品一一口無上者

底瑜伽'亦譯極瑜伽〉，故其理論繁富高速，深密精徽

o

，、過非其他宗教研可及，然歸木窮源仍自般若波羅密多
理趣不二法門而出也

「第十六會名無二平等瑜伽'於法界空說，耽盧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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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說生死海槃世間出世聞自他平等無二，動心舉目
土文己一一日及舊派中名無上瑜伽為內大都密真一一一一口
，聲香味觸雜梁思慮住亂心皆無一一，向農如法界，皆成更別分為一一
策4，部摩訶瑜伽'阿努喻伽，何底瑜伽。其
一切佛身。」
總相差別，謂膜喝一心增盛而分別多者為說明照方便自性命〈
依此文則不望所承嚮法有無一一瑜伽一部自不待言。續摩訶瑜伽 f食欲增盛樂心安住者為說真空質性圓滿次

那佛及諸菩薩并外 的
λ 耳聞部等各各說四種真奈鑼，其四印

歸去

密乘歷史發展致之，唐代密乘肇與之際，本以無二輪伽
絃再詳述唐代入藏之道叢生大阿蘭黎一所傳以無二瑜
別部獨行，以為最勝之法，不空一一一撤謂金剛頂十八令伽
指為主 寧瑪派之教理綱要，此派特靈無二瑜伽(即阿

上為無上部父母二續之差別，真言乘新波多許無上 空師當日之範圖為限，故無上瑜伽有系統之譯傅仍為必
部攝入父母二部故砂詳析無二部與命〈母一一績之差別，就需也。

了一一一無二部之差別

也 o總之，依安樂界〈界即興點)而修三摩地以為勝修
空一一一藏蓋以胎藏界攝生起，次第之理，以金剛界攝圓滿次
者為母績，其許以與無風之方便為勝修者為命〈績，一一者第之理，以理趣般若攝無一一瑜伽之理而為爾部不二法門
總別如是。其助道法，則皆許依脈風明點問蛇身要，更 ，不偏不倚，前無畸鞏畸輕之弊，且契東土當時之機，

上部非純密亦未研究源委之一一一一口也。余以就義理而言，不

者。其他亦或有說脈風界清淨為你〈續蘊界處清海為母績密為雜而不純，不以為法流之正統 9以余觀之華南失之
者，如秦布時去 「色蘊盧會那，受為蓮華日，想蓮舞 。金剛頂十八會中，父部之經若密集續(第十五會)，
自在，行為金剛玉，識金剛聽撞，總體睏嚕迦o」囉梨
母部之經，若喜金剛(第九會)及無二瑜伽諸經皆具，
謂唐代開一兀三大土不知無上部實屬聲說，問譏藏密之無

母，無我蜍伽母。」
一一一大士研推崇之金胎兩部大法，就聽潛之判教師一百間，祇
復次，父母一一續立別，亦有就一所主輕重之門而建立屬下三部，故有東密不知無上部之說。而東密亦多譏藏

••

••

如大莊嚴續 -E 「上品三其種，心按說「生

o

身者，亦指此心。依顯教義，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

E 賴耶誠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法
第般若母續阿努瑜伽'愚癡增盛有為作者為說無二之
自如
性來臟。勝擊一經所-阿

阿底瑜伽

起』'心精一呵圓滿』'極勝智大錯。」文師子力用屆 亦即法身，唯識以識攝蘊故在染位以賴耶為所知依，在
、掙位依法身建立一切智智，密乘中則以金剛薩捶衰菩提
滿續 -2 「生起摩詗瑜伽者，如諸法之體，教傳閱努
瑜伽者如諮法之、譜，屆滿阿底瑜伽者如諸法之果。」 心，故金剛薩捶可總攝諸部，而為法身阿提佛陀(近人

..

日1訛〉後世密乘中之時輪乘，所去本初佛
舊派中以河底瑜伽大圓滿為最響曲取勝法門，勝於其稱阿達一會為佛
餘顯密乘道，蓋以所謂自性大圓滿光明界麓，即自然智 者亦仿此義。

提心則無取無捨

h

摩詞驗伽乘 一水證金剛持位而入方便般
o

若之門，菩提心如超絕為作。阿努瑜伽求證樂空無別而

光編虛空，無所分別，亦名無覺了，亦名淨法界，亦名

，勝紹一切，其餘諾乘皆不依此建立，故皆漸教，唯大

「無有見修一小護一一一味耶，

圓滿堪稱頓乘。如普作鑽去

明。」文一去 「何故以月輪為喻，為滿月閻明體，則與

此一切眾生自性本有之菩提心，亦部大乘諸經所說

自然成佛之最高法門，百代京師，山革偶然訣。

圓滿法門更就菩提心義加以系統之發揮而成無上密乘中

所述，已側重菩提心議予以具體之解釋，至蓮師所傳大

心也，與十方詩佛岡之。 L土文為龍猛菩薩發菩提心論

..

..

不淨諸地亦不行諸道，不求專業亦不受灌頂，一一悶不
動不觀扭扭荼羅，因果無三猶如太虛空。
L
故此阿底無二瑜伽大圓滿法，其為解脫道中最高法
門決無可疑，其內部細分更有三部，即心部，界部，口
訣部，口訣部更可分為四部，部外部，內部，秘密部，
無上部，諸部亦皆後後勝於前前，茲依經論委細分別。
先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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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一茲大圓滿者，部指菩提心，此勝乘於顯密各乘之
，此中所生能生因果隸法悉誠純故，猶如虛空白性本有
。於阿底瑜伽乘中亦稱此自然智為自內證智或菩提心， 理，如下所燼。蓋以菩薩乘無論空有，莫不思擇審察真
此心為一切眾生本來具有，不假外求，如龍猛菩薩菩提 俗一一諦，而菩提心則超絕思笨。事乘住於二取清淨之境
，菩提心則超紹二取。行乘不了無二之義，菩提心則以
心論 -I 「一切有惰，於心質中，有一分淨性，眾性皆
俑，其體極微妙，餃然明白，乃至輪迦六趣，亦不變易 無一一為性。瑜伽乘求生密嚴剎土不能入於無取無拾，菩
，如月十六分之一。」玄武 「一切有情悉含普賢之心
之間賢大菩提心，一切眾生本有薩捶，為貧

瞋癡之所縛故。」文 -z 「本心湛然、情淨，猶如滿月， 入界智之門，菩提心刻起紹因果。然此菩提心眾生性具

。」ZZ

••

質相般若波羅密誨，能含種種無暈參贊三摩地，潔白分

..

菩提心相類。」叉 -I 「其圓明創普賢身啦，亦是普賢

••

…

..

..

..

一二、口訣部

一一、界部

一、心部

阿底瑜伽

隨誠混化光明，故為有功用道。界部則有以遠離緣慮之

別。五次第依五風分合之要起幻身空色影像，由驟執及

有他生。此部特靈光明，與新派五次第法相似，實則大

界部者，除法性普賢界外無餘趣處故除法性界外遮

付外部

深要安往無功用中，以、探明雙運之智，而修虹身金剛身

不悶悶有差別。

倒無上部 i自性大圓滿光明金剛賊。乘
口訣部者，於敢捨中以雙運無二之智直選生死涅槃
所一一一日大儲滿者，自然智光明體性空為法身，自性一
明切諸法入於遠離能取法性空中，依此訣要現證生死涅
為報身，大悲證智為化身，一一一身本來本分具足，不需槃
另都無分別內證智體(現體〉法性境界，遂能於白內證
假精動修行部圓滿故。故 -I 「離垢當下之內證智明空 智(本明)鉤灣身中成熟解脫，此法為於「要」上解脫
赤裸部大闢桶。」叉 -E 「情器世聞生死涅槃一切諸法
，於契「要」時，如舉，火也。此部之道以超越(妥噶〉
皆於此證智空性中國滿故名圓滿，無有其他解脫生死方 之光明為主，與新法之六加行(六瑜伽時輪乘法〉相似
便更勝此法，故名為大。」大圓滿之中一一一部之法
，皆
實依
則心
大異，六加行以收五風入中脈之要現起空色影像
性而立。心者，那虛妄阿賴耶中所起八聚之識，是所掙
，而漸引入有劫一用之大樂道，此則觀紹一切意度實相自
垢。菩提心者，即心性光明。此中屬意者為心部，歸顯
虛現前印證故尤殊勝。依此道法雖亦化為智身虹身，然
較「界部」等修法更為殊勝，蓋以此法非僅澄化粗門三
空者為界部，離漸次修為者為口訣部。一二部之中口訣部
更為殊勝，以心部部「心」'仍執意度，界部執有法性 業冊為微細澄淨之身，以能究竟「法性窮盡光明」'故
，仍流意度，唯口訣部能合會(相自顯，故特超勝。 一切粗細三業自然澄化蔚為一一一身五智也。
鼓當略說三部之法與餘派大法異同優劣。心部者所
上文為阿底磁伽大圓滿乘一一一部之法與新派一一一大
照部心而起心性自然智，故仍由自然智，有所變異。此 (部大手印，五次第二八加行〉之比較，及一一一部法本身
之勝劣，讀者可知無上瑜伽部諾大法達非大圓滿之比，
部惜晦之引導現趣略與大手印大同，然大手印乃印持對境
，心部則直判有境〈部心〉部心性本淨證智空性，故實 而大圓滿一一一部法中，文以口訣部尤為殊勝，蓋即身解脫
而證智慧虹身之道更無捷疾安穩逾此者也。其殊勝之理

的路密部

之甚深方便。故入此造詣持現先德皆能得智慧身而逝也

..

口內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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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大界無央大師所-z 「心部部心，仍執意度?界

大圓滿離所作，非從精數而生起，法性現壘殊勝故，無

勝也 o 」
是故有僅獲得灌頂指授，即以法性真諦加持之力，即安
然口訣部復以淺、深分為四部，所為外、內、秘密、然得自性化身，或略修持，即於逝峙，能現中有解脫之

部執著法性仍流意度，唯口訣部龍令智(相自顯，故特有
妹根機利鈍別，一切有惜與諸佛，非互住於別異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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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相為以根兒自性五智光明(以眼根觀兒也〉'故超一投石，此法不待慧解意度現前證見，故不觀待意度。
切文句念患，無念三昧心態所作觀想修行，無有謬處及 第一二、餘道無不觀待能詮女句次第，故初創冀梧的醉
混亂處，若起精進則無根利鈍別，故能現證無為正智本其義，此法不待片言隻字現暈見義，故為不依文宇而成
來光明，即生親詣一一一身大任選士，如秘密E聲「
續究 佛也。
竟諸勝悉地者，精憨修為反非是，鰱有所會定解脫，故 第四、餘道以各乘賢相之義慧設為境立體道果，觀

、秘密者，猶如穿行虛空賽中也。」此自然智剎那內現

若未見此密中極密心髓(寧提〉之義，唯委心於外、內
解脫，此法依「見根」要僅有精進大小，闊無根之利鈍。
第二、餘道各部之法皆以意度起倍而修空性乃暗中

「噓善男子，

無上。(此即時譯所 -阿
E的，借的，仰的，寧的閻部法 相，如大地動搖，虹光旋繞，身出舍利等，乃至今日，仍
也〉此中最後無上一部，叉於四部法中最尊自敢勝，以普
故顯現，所當深信或於文句經各書寫捧持者，亦有殊勝
獨名「自性大屆滿心髓(寧提〉光明金剛藏乘。」就全 他功德，故寶聚鑽去 「是故此密績，士夫能受持，得自
部佛法而且一日，此乘諸
可乘之極頂矣。其妹勝之理，絃 證灌頂，僅捧持此績，成金剛持身(化身〉，有諦持此
E
具述如在 o
麓，見境心中現，誰也一百寫此績，部游諸佛語，故為最第
如寶聚續 -E 「不了知此無上績，而深愛樂修持者 一 o」叉日月吻合緝 -E「誰受持此績，部得世利果，及
，猶如趣入曉巖道。」以諸下乘皆依意度文句之見而立
定光顯地，亦受用一一一身。僅捧持此績，不修得禪定，不
信息心，以為經劫或多生或一生或中有等中部能解脫，憶學知諸法，不一本嫻口訣，不說續白了，不觀奪亦現，是
想有菩提時，是故不能當下部見自然智體，故非真實。故此續等，瑜伽人有緣，捧持得本地，安行如來行，舉
雖依三類現點亦復不能剎那證兌現壘智撓，如玉文-續
E 之一惡趣坑，悉入大樂道，得嫻木光信，遲法界無畏。」
「搓盤問男子，若有補特伽繹不能認取此極奧秘心髓( 上為總說自性大圓滿心髓光明金剛藏乘勝於餘乘之
嚀捕捉〉分聲而唯倍受外、內、秘密立即一一部〉三部
指苦
授差別說，略有七事
理，
第一、諾餘乘道皆般若勝故速證悟，而解力劣故不
..

者，如於苦因種子欲得甜果也。」文云

.•

..

「風、掙」「智淨」之異，故有「珠光」「炬光」之殊勝

待思察籌量之時，此法顯現現證故不觀待慧設分別之體失及障磚等諸共道法以諸障磚部謬部苦，彼以謬亂脈風
為道方乘隙起，以將謬境為道故。此法以無謬勝義為道
道果而成佛也。
第五、餘道觀待因果前後故別求菩提，此法不觀待故無滯磚也。此法與六加行等(時輸乘法〉不間，以有
因果勝劣之業菩提自顯，故不需意勵取拾。

nny舍
o，有「鷗流」意，近人取意譯為「立斷」'亦佳。

故，六加行等，以迷境不淨智用之光為道故不得解脫p
第六、餘道修服風明點等許年壯盛方成菩提，年老
此法以海境光明真實之光為道故得解脫也。
大種力盡故不解脫，此法自然光明之日月白內起現，若
上為自性大國滿光明金剛藏乘法勝於一切顯密下乘
具精進則無年齡老幼之異，皆能解脫。
第七、餘這許究竟果為一二身故有所待，此法一一一身之
顯理。然此乘法文分一一部，一為「徹卻p」
一為「妥噶」
現為道故於究竟光明本淨界中能證任運證智妙有o
o
徹郤臘文為閃宵。 mBh。
MVS門口已
gt
v缸，海原梵文當為
自如上七種殊勝，故自性大閣滿心髓光明金剛藏乘

色界色法之最微者。

勝於一切九乘次第，從共同聲關乘乃至外內秘密員一一一妥
日噶
乘藏文為吋古奇m丘，還聽梵文為〈言哥叫 gg 玄，
。若誨，此乘亦屬阿底瑜伽'豈可勝於河底耶。當知阿古譯「奮迅」'近人取意譯為「頓超」'亦甚善巧。「
底瑜伽亦分「心」「界」「口訣」一一一部。心界二部遠徹
離卻」之法，若於自相續中生起無倒本海「立斷」密意
，則可部身化為微暈而成佛也。微量者，梵文阿藹，乃
散漫依處而立信念，現見內證智體(現體〉'心鑽央頃
安住木坊，恍恍惚惚部許為究竟，質則未為真覓，唯是七極微所合成，但為天眼輪玉眼及最後有菩薩所見，乃
意度而日，以於決定樞要未現兒也。

至於口訣部中，「外」「內」「秘密」三部，仍須
至妥噶法門尤為殊勝，以有澄化質磚身為光明身之
觀待中有之位，此法則有現身化為光明身之要，是故此方便也。其勝於「徹卻」者，略有七事
法尤為勝也。
第一，境界光明之殊勝，「徹郤」於外迷境土石山
總之，此法樞要不可思議，故其殊勝，陸言可笠， 巖等不能澄淨而以為境，故須觀待幻化空性等印持意度
雖俱依脈風之耍，然諮共乘以世俗粗脈風為道故有多門 ，依止心識聚法，不能速疾解脫。妥鳴法中以五光界智
練淨身等起作功用，滯礙極多，此法則粗脈風為所斷撓之相為境尚無迷相之名，不需意度印持，而心法眼識等
，以一一一一小動植要略寧收束，不以為道，任持勝裝自
服然
鼠誠
不淨，故生死輪迴自然起紹，即生化為光明，有此
假起作劫用為道，故能澄化為光明身，而不觀待消除謬殊勝，如應成績 -2 「此法一本木境，生死緣不轉，澄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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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歸照，於境識相分，自體瑄鯽軒說。」葦修「徹卻」者 「靖、掙法界炬，現點身迷相，自性及體性，無一一無

堆得化為微量，不容化為光明，若不化為光明，則不能 。」
第七、證受增長之妹勝，依徹卻法外境內心迷相仍
成金剛之身，暫持幻身一小能取證究竟之地，文若不得光
再以無取捨印持之，故不能速得解脫，妥鳴法中，
明之身則不能證大潛轉身，亦不能成無央利他事業。以
顯 p
有化為微最及光明之別，故有大選轉身成與不成，及天 觸會要時外內迷相及執迷者剎那自澄雖不斷捨當處部
，故不觀待印持。智增長相如白分月(上弦月〉轉轉增
眼神通變化等力用大小之別也 o
-續
I 「境相非
第二，修持遠離實修之殊勝，內證智體(明燈)本 長，殆四境界連分齊時速得解脫。如前

部光明，然「徹卻」證會為定，故不能見本光，妥噶則迷亂，因緣白性淨，實非實木、淨，五根境離染，
以調正身要於內認取法性本體光明，爾時有法自祖光明
分淨，淨智現增相，窮盡法性境。」
此等差別若細分者無暈無邊，鼓唯舉要而述，總之
外顯，部為實修，故是殊勝，如自現績一「
五此本相智
，能與證見內證智境而有所見，故迷亂境剎那盡被;
玉，普具無分別 。 」

..

第一一了本招魂兒之殊勝，此內證智(現體智〉於徹由意度問稽留者皆以迷相為、道而求一小迷之果，故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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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法中還隱無觀故決不可見，妥曙法中財智境閱鷗法性
，諸慧眼人所當了知也o此法有如是權要故為一切法門
日顯，故應成績一去 「法性現前照，意度執兒氓。」
之頂而名阿底蜍伽之無上部也。
上文為依寧瑪派大德大界無央大師所著悉種多寶
第四 F身要脈之殊勝，徹卻法中仍依蟲分脈風，於
妥噶法中則能認取光明淨脈，以真炬光為道，故前續 -E 舍論及曬登波(黃教)大德士觀呼圖克屬研著舊派史論
新雷諾乘差別各段譯築而成，文勢發端轉折處，更依
「復次脈幻輪，自性五光智，泡晶眼所覓。」
•.

「根門出生法，能轉
••

受用法界正智無有合離之相，有此殊勝，如應成績云

瓶所激，四炬起間業。」
第六、能見根之殊勝，依徹卻法無所可見，內證智
中清揮之根求其清淨，妥噶法中以外內智澄澈之根真實

問炬光相，故更 殊 勝 ， 如 前 續 云

•.

故;猶如兵仗，防飽問一切極苦難故;猶如鉤
竿，於輪過海拔眾生故。(華嚴經)

。菩提心者，猶如利斧，能找一切諾苦樹

繹廣論也。

第五，能照根門之殊勝，徹卻法中於一小淨六根門心土舊義略事發揮以便讀者。嚴密審派判教分乘之義
法中求其澄淨;妥唱法中清淨光明根門以智光鼓盪起現
於此，舊派之殊勝亦可少見端倪，欲求詳悉者，當更

••

仁讀

薩
戒
"闖關帥. . .

十頓
﹒圓圓圓"輛車

「染違犯」及

林崇安

菩薩戒之違犯罪，只分第二聚攝普法戒及第一一一聚饒鑫有

(斷除自性之過失 戒殺生等身語七支〉為、玉，而第二
聚之「攝善法戒」則為利倍，因前有殺生等身語七支之

或無違犯，應當了知;於違犯罪之二類

違犯罪，即突古羅罪、惡作罪，為戒律中之輕戒。

••

閱詐，故第一聚之違犯罪，須配合第二聚以建立，因而

(二)

「非梁違犯」'應當了知;於違犯罪所犯之輕靈一一一品 情戒之二類違犯罪。違犯第二聚之六度攜著法，共分一二

•.

菩薩安住菩薩渾戒律儀，於菩薩戒之輕戒，有違犯

乙二、違犯罪共四十五輕戒〈分一一一〉

畫畫
由四國緣， 故 犯 違 犯 罪

煩惱盛故，四不敬故(第二 Oz具及一一一六頁〉 o由無
知及放逸故而犯，是下晶〈軟品〉罪。由煩惱盛故而犯

，是中品罪。由不敬(輕慢〉故而犯，是上品罪〈第二

表解如下﹒.

一上口問違犯i!不敬而犯「
一可il染違犯

丙一、違犯六度攝善法戒〈分六〉

了一、於布脆分有七輕戒(分七〉

戊一、第一遠犯罪

且由心安往不錯亂時(此屬時支〉'若於如來(或為如

來造刷刷多之所〉、若於正法(或為正法造經卷所，謂諸

•

違犯罪 A中口捏捏犯ii煩惱盛而犯」
菩薩經藏、論藏〉、若於僧伽〈謂十方界日入大地諸菩
「下口叫違犯!!無知或放海而犯ii非染違薩
犯聖眾〉(此屬研緣境友，講一二寶〉'若不以其或少或
菩薩戒有一一一聚〈攝律儀戒、攝普法界及饒益有情戒多之諸供養其而為供養，下至以身一拜禮敬、以譜一四
〉'故其輕戒〈違犯罪〉亦應有一一一類，唯其中第一聚之句頌讚佛法館一一一寶之真實功德、以心一清淨信髓爺一一品質
「攝律儀戒」以與七眾別解脫戒共同之「遠離自性罪」 之真實功德，而空度日夜(此屬加行支，謂不以身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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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品」、「中口問」及「上口問」'亦應當了知。
十一一一違犯罪;違犯第一一一聚之四攝饒鑫有情，共分十二違
一無知故，二放過故，一一一約罪。如是總有四十五條違犯罪(輕戒〉 oA
可分述如下。

..

一五頁〉。由無知及放逸而犯，是「非染違犯」;由煩惱 不以一一一門供一一一寶(第一四個頁〉
盛及不敬而犯，是「梁違犯」(第一二七頁〉 oA
可綜合
釋 若語菩鐘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一日一夜中，
••

.•

i

伯來一吼叫悶不倒答(第二閏八頁〉

戊四、第四違犯罪

一一一門供養〉，如是於菩薩戒有所違犯，於布施中之財施、無記之心而這犯，則是「非梁達犯」oω若自遭遇璽
有所達越，而犯了第一違犯罪。此中，若由於不恭敬、 病 ;ω或自睡眠 ;ω或自心狂亂;雖未恭敬，則是「無
懶惰懈露宿違犯(此屬意樂支〉，則是「染違犯」;弗拉 違犯」 oω若白為他人宜說諸法之時 ;ω或復與他人論
由於誤失入中心而這犯，則是「非染違犯」。此中，若由義
於抉擇之時;的或聽聞他人為己說法之時﹒'的或聽聞他
自心狂亂，而未以一一一門供一二寶，則是「無o違犯」 人論義抉擇之時，雖﹒未恭敬〈謂對前述看德，未起承迎
戊一一、第二違犯罪
等)，亦是「無違犯」 0的問若由起迦'障他人聞法，致
心於大欲而隨轉(第一四七頁〉
使他人不喜，將護他人之故，雖未恭敬，亦是「無遠犯
釋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有其大欲而無害
W欲將護說法者?弗拉起通等，其心不喜悅，故雖未
」 0的
足之心，於諸和義及以恭敬，生起染著一小拾，如是於菩恭敬，亦是叮無違犯」，其他仿此類推。
薩戒有所違犯，於布施有所達麓，那犯了第二違犯罪，
且是「染違犯」 o(此戒無「非染違犯」〉。此中，若

已知大欲之過態，為斷彼故，生起樂欲，前發動精進以
釋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掙戒律儀，英有他人來語言
攝彼之對治，雖動力遮止還抑，然而為猛利性惑之所蔽
、談論、慶慰、請悶，由於僑慢所制，懷嫌恨之心，懷
，仍然數起現行，心於大欲隨轉，此種情形，是「無違 惡惱之心，而不稱合正理發言酬對，如是於菩薩戒有所

懷惡惱之心，而於彼二境不起承遍，不推勝座，如是於

所發妞，而不起承迎等，則是「柴達犯」;若非由矯慢

說正法者，為欲將護說法者之心;的或欲方便調彼伏彼

人正說法論義抉擇，自己屬耳而聽;的或為避免有違犯

菩薩戒有所違犯，於布施中之無畏施有所達趟，而犯了 言、談論、慶慰、請問 ;ω或白為其飽之人宣說諸法論
第一一一違犯罪。此中，由矯慢之心或嫌恨之心或患惱之義
心抉擇之時 ;ω或復與其餘之人談論慶慰;紛或其他之

心狂亂 ;ω或自睡眠，他人誤生覺醒之想而來親附、語

犯」，然非無過。
違犯，於布施中之無畏施有所達麓，而犯了第四違犯罪
戊一一一、第一一一違犯罪
。此中，由僑懷之心或嫌恨之心或惹惱之心所發起，而
於諸番德不恭敬〈第一四七頁〉
不發言酬對，則是「染違犯」;若非自僑慢心研制，無
釋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戒臘長於己
嫌恨心，無惹惱心，但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
或有德可敬之向法者來，由於矯慢所樹，悽嫌恨之心， 而違犯，則是「非梁達犯」 oω若白連遇重病 ;ω或自

••

心研制，無嫌恨心，無惹惱心，但由懶惰、懈怠、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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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不盤問處，安立於善;
處ω或護僧制〈如禪堂靜室

於僑慢心之所制，懷嫌恨之心，懷惹惱之心，不至其居

釋

戊六、第六違犯罪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掙戒律儀，他來求法，己懷

嫌恨之心，懷惹惱之心，懷嫉妒、變異之心，不施其法

生嫌恨之心 ;ω或護僧制;在此諸情況下，於他延請而

其法，是「非梁違犯」 oω若彼為諸外道，以伺求過短

「梁違犯」 o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不施

不受許，皆是「無違犯」

o

闊論義抉擇之機會;仙抑或復知彼人懷損惱之心，詐來延
，如是於菩薩戒有所違犯，於布施中之法施有所追越，
請﹒'的或為護其他眾多有情之心，恐受其請前令彼多人
而犯了第七違犯罪。此中，由嫌恨之心等而不施法，是

失去開法機會〉;倘或如同為所聞法義無退，恐失去聽

攝未曾有義〈謂證真如〉 ;ω或為所聞法義無退〈謂恐

彼，使出不盤問處，安立於善處﹒'的或有餘人先
請或
;ω
戊七、第七違犯罪
為無間修諮普法，欲護善品，令無暫廢中斷﹒'的朋或為引於來求法不施與(第一五一一頁〉

家或餘寺之處所，不受所諦，如是於菩薩戒有所違犯， ω或自心狂亂 ;ω或自觀察，接受寶日，己心將生染者
障礙他人之布施，於布施有所達越，而犯了第五違犯罪
;ω或觀察後時，彼定追悔;ω或復知彼人於施迷亂;
。此中，若由僑慢心研制，悽嫌恨之心，懷惹惱之心， ω或知彼施主隨搶，己若隨受，彼施主定當貧擅;紛或
則是「梁違犯」 o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
知此物是僧伽之物、軍堵波之物﹒'的或知此物係劫盜伯
而不至其所，不受所請，則是「非梁違犯」oω若或有
人而得﹒'的或知此物，非理而得，由是因緣，多生通患
疾病 ;ω或無氣力 ;ω或自心狂亂 ;ω或處懸遠，不易
，或殺或縛或罰或點或嫌或責等罰?在此諸情況下，對
往趾;紛或道途有怨敵毒蛇之怖害;的或欲方便調彼伏 於他人所施資具，理應達拒不受，是「無違犯」 o

、忘念、無記之心，而達拒不受，則是「非梁違犯」o

，理應肅靜，而不酬對〉;州抑或將護眾多有情之心，避
他施資具拒不受(第一五二頁〉
免不快;在此諸情況下，他人雖來語問而不酬答，皆是
釋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人持種種生色
「無違犯」 o
(指金〉、可染(指銀〉、末尼、真珠、改璃等簣，及
戊五、第五違犯罪
特種種眾多上妙供具，聽聽奉繭，由於嫌恨之心或惹惱
於他延請不受許(第一個九買〉
之心，還拒不受，則於菩薩戒有所違犯，於布施有所達
釋 若諸菩薩安往菩薩滯戒律儀，他來延請，或往
越，捨有情之故，而犯了第六違犯罪。此中，由嫌恨之
居家或往餘寺，供奉布施飲食及衣服等諸資生用具，由 心或患惱之心而不受，是「梁違犯」o若由懶惰、懈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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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闢閥的心得與感想

﹒忠于銘

國

一、撿起
普巴金剛閉關法，是法王敦珠響波車傳與師佛
「閉關」是一件十分殊勝的事，達三個字是多麼響 ，並授權大力弘揚。普巴金剛之智慧奪係金剛陸墟，屬
亮，多麼吸引人。防關乃是一種魁期取證的嚴格訓練與 響瑪巴巖傅法，非常殊勝。首先應由師佛傳授兮魯迦
考驗，此期筒，常常能證懦、體悟釋學在一一一藏十二部
百裡
宇閱(必須受過第二級密灌者才有資格)，再念滿一一
所關示之道理及不可思議的進步，難怪瑜伽行者都拼命 萬通後，始能參加普巴金剛法灌頂;受法後，又要念普
巴金剛咒二十萬遍後，才准聽儀軌閱示。若發願於一年
地爭相關關。
內閉關二十一天者，才准聽受著巴金剛閉關法之儀軌閉
筆者第一次閉關時 9日嚐過甜、酸、苦等滋味。酸
苦的一面，命令我退縮，不要再閉關了。可是甜的一部 一一o小
修持此閉關、法，必須信解下列諸要點
卻全力支持我，鼓勵我，要我堅強站起來，再接再厲，

通f(

••

升到另一階次。

之心，然後完全放下，拼命修持關諜儀軌，這樣才能提

一用意是對治或懲治不調伏的眾生，
A其
A調
W伏。實際上

聽悟其功德，因此都發大願心，紛紛向前佛請求此閉

此閉關法是修證上最殊勝之捷徑，由於弟子們都能

有名一利恭敬之心?有無執著每等。應該先洗淨，盾已污染 ，其心裡是很慈悲並關愛所有有惰的。

，加以斷除;同時自我檢討是否嚴守三昧耶戒?是否存

與過失。
閉關最主要的目的是關心，雨不是關身。一入闕，
的念怒的白的，除為歡除自己食嗔癡慢妒疑外，另
就要將所有之貧、瞋、癡、慢、疑、妒、習氣、妄人忍等

付應發大菩提心，完全為一切如母有情而修此法
O
最後的勝利則非 你 莫 屬 。
H瑜
W伽行者應敬信根本傳承上帥，千萬不可有絲
二、普巴金剛開關法之間的
談到閉闕，並不像在家裡休息，那麼悠閉、舒服， 毫之不敬或邪念。
的應嚴守戒律及三味郁，紹對不可稍有違犯。國普
而是將自己約束在一間空氣流通、陽光充足的套房內，
巴金剛是非常忿怒的，修得好則可除障，進而證果;若
衣食住行都不能離開此範圈，且心裡絕不可攀緣一切事
退失菩提心，或違犯律儀及一二-昧耶時，自己將通致痛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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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頭髮變黑

根之際，運用自然療法之原理將病根割除，所以格外難

，實無法逐一列舉。希望師兄們，在遠方面，認真下苦

妥痔瘡、狐臭、心臟病、神經衰弱、胃病

也。

才知以前右邊一束自髮不見了。這完全是靜坐後之功款

了。﹒
γ 真愛漂亮，虛榮心。」當時為之一楞，經解說後，

去年十月某天，內人突然對我說

「為何染頭髮

付腦震盪後遺症及氣象台病症﹒.
七十二年車禍臘震盪後，每逢天氣變化或季節更
換時，頭就有暈漲之現象，實在痛苦;文平日食用較韌
之水果時，牙齒就酸疼，無法甘于舟，真討厭。經靜坐後
，此二種痛苦，在不知不覺中、溜走了。

，藉此鼓勵拼命靜坐

-再
A?
列舉個人靜坐後，所產生之功斂，供大家參考

關法。師佛兒弟子們之誠心及精進心，才准將資格放
'覺得酸酸、麻麻、疼疼的滋味，可是針過後功放顯著
寬為 凡初灌滿一年以上，受過金剛薩捶初飯灑頂，且
。村推靜坐時酸疼麻之現象，不也正是自己對自己做全
參加布薩滿十次以上者，就可參加灌頂;文普巴金剛咒
身針炙'當然能夠健康長壽，何樂不為?但有一點特別
念滿五萬遍及兮魯迦百字明二萬遍者?就可接受儀軌及
提醒師兄們注意，若恕利用針炙來對治靜坐之酸疼痲是
閉關法開一本。因此，初級瓶灌弟子們，才能有此勝轍，沒有用的。

『若人靜坐〈按

修持此法，在修行的證量上，才有更深一層次的體悟，
而生堅定不移的倍心。

一一一、西藏密宗靜坐法之功教
師佛自七十五年出關後，開示
係指金剛跡跌)一須庚，勝造恆沙七寶塔 oh並嚴格規
定弟子們靜坐時，一定要雙跡跌且遵師佛在西藏密宗

靜坐法研習班研閱京之要訣，如此則可刺激血液循環，
加速運行流暢。當全身血脈暢通無阻時，很自然地將日
常所攝取養份，帶動到身體每一器官，營養它、調整或

補充日退化或不調、不臘的機能，促進新陳代謝，加強
身體之健康。
因此在關中時，便拼命雙枷跌，結果雙腿十分酸疼

忍，值此應拼命靜坐(此「拼命靜坐」'個人拙兒，以

功吧!

)，切忌半途而廢，俟熬過此時刻，便是身心鐘康的表

控制有相，也就是具有把命拼掉了，都在所不惜的精神

恩，紛紛參加閉關法的行列，計有四、五十位師兒在家

師佛傳授普巴金剛閉關法後，在台弟子得沐浩蕩法

四、金剛乘學會之盛事

等諸病

為在最酸、最疼、最麻的時刻，仍堅持安忍，以無相來

徵了。筆者曾請教接受過針炙抬療的朋友，皆答針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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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吉談中得知，很多師兄們用功靜坐後，有醫

....•••••

••

麻，其滋味非站來人無法說出。組此時正是氣血深入病

••

••

.•

裡或吉祥處閉關。自寧夏束一街學會落成後，艾布五十 所體證之心得提供參考，希望師兄們謹記內心深處，成
餘位師兄發心悶悶關。從七十四年五丹起至七十五年底止 就之路將展現你的眼前﹒.
付師佛加持力大得不可思議，做為弟子的我，不能
，共有一一一、四十位在學會關房閉闕，甚至於向一時期有
不提醒師兄們，修持無上密響瑪巴，能逢此學習多年，
七位閉關者(每人一閉關房〉，因緣殊勝，前所未有。
由於每位師兄都有家庭與事業，在這不算鍾的二十
教理過遣，修持不懈，經驗單宮之上師。可說是萬劫
一天關期中，除了要解決家庭生活，事先與家人溝通協 難求，期盼把握此一殊勝因緣，我定信心堅定，緊隨
商，取得同意外，還要克服向公司請假之因難，否則將 部佛，懇求他老人家悲憫勿棄，決不輕易放業此勝緣而
面臨榮業的命運。雖困難重章，但藉師佛之殊勝加持
拼命修行。
口師佛若非與法王敦珠響波車共乘悲智雙運之願
力，所有困難都迎滾而解，都能順利閉關。特別是關中
心來漠地弘揚無上密的話，我們不知叉要在一一一有中輪轉
所得瑞相及各種覺受，完全是的佛怒悲加被，因此每
位出關之師兒都信心堅定地豎起大揭指並拍拍胸勝地說 、漂流多久呢?今有幸得此金剛寶之上師，期盼師兄們
，專心一意地把握此良機，拼命修行啦!菩提路上文加
師佛加持力誠不可思議，師恩浩瀚'難報萬一。
多一位良伴了。
在參加閉關諸師兄中，有很多是新進的，他們的發
的關期中，希望師兄們，切思想求神通、兒佛、見
心及精進心，且能放下一切，將家庭及事業均置之腦外
應一切放下，心無

o

光或心有所求

此乃妄念之源也

，拼命閉關修持的精進精神，令人衷心佩服，讚嘆不已

ii

。特別是在農曆新春持期，也有師兄放棄商國之除夕夜

五、後記

關期中，進步神速，獲益頗舉?謹將個人此次閉關

佛，且嚴守立一味耶戒，拼命修行」及遵響瑪巴「生依於

最後再以「直至未得菩提間，永遠依止並追隨蹄

傷害，而招罪過。故應嚴守定共戒與道共戒。

，若宣揚，致令師兄們執著於他人現象，即將造成極大

則不可見告。因每個人之因緣，根器及體質都不盡相同

M欄
W中所證瑞相及禪定境界，僅可藥研師佛，餘

所求，僅依關諜，規規矩矩地遵前佛闖一京之法耍，腳
踏實地拼命修持，如此心才易止，無功用行，任運而成

，毅然決然地入關潛修;另有發心閉五十天、一百天的
關。

今閉普巴金剛法的關，已成為金剛乘學會的一件例
行盛會。古-E 「出家乃大丈夫事也」，但我一時興起
，特矯乙句 「閉關乃鑰伽勇者事也」 o各位師兒，請
..

參加他們精進修行的行列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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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訊

增
鐘

善

妙

樣

長

問加行及傳菩薩戒，四日四臂觀音灌頂，六日開一那亥母

日舉寶源度母灌頂，二十五日郎金藥師佛灌頂，二十五
日開一本無死蓮師儀軌，二十七日蓮華生大士結緣灌頂，
二十九日閱示閉關法，十丹一門口績講閉關法，五日開一本

法 9法依於窮，窮依於死，死依於巖」之訣耍，與全體 甚多，九月十三日早上亥母二級灑頂，十四自釋海牟尼
師兄們共勉之，期盼全體金剛兄弟，同登本尊剎士，共 佛及大自傘蓋佛母灌頭，十六百閱京大圓滿簡介，十七
證菩提。
顧
會

坐班演講，參加者三百餘人，此外灌頂法會及佛法閱一部

二日軍二十六日一連五次逢星期六、日下午三時舉辦靜 學者敦法。

懷弟子們不知重規律儀，致有違犯，故自動提出於三日 體化成虹光，由於弟子不斷祈禱，故留下小小之身體，
讓少
世界各地人士瞻仰，尼泊爾政府極力請求還返嘉德滿
下午七時閱一那遵守三味耶戒之重要，使其修行道上減
都白塔旁建廟供養，已得佛母同意，紅白黃花四派領導
障礙。五日下午七時，上師於佛堂對外公關演說西藏
密法大耍，內容以修道次第為主，六日上午十時舉行白 人物率領弟子前往朝拜及修法祈禱，劉上師率領金剛
衣觀音及大自傘蓋彿母灑頂，晚上十時孟蘭節舉行那也 乘學會弟子數十人前往參加此盛大法會，專誠為法玉
東初摧誠金剛地獄及滅三惡趣之超度法，參加附荐，非 修法?並得到法王之加持。
種寶康的兒力譜上師再次前往美國弘法，再加上
常擠擁，七日早驅車過返台中，八日乘星加坡航空公司
上部常收到海外來臨勸請開辦靜坐班，為利鑫有惰，以
客機返香港。
上帥、返港後，那展開一連串的弘法活動，自九月十 七十四之高齡，不辭勞苦，其弘法科生之精神，權為後

鐵軌，八日傳十四根本鹽，十臼修超度法及陀羅尼經被
八丹二十九日台北會長林崇安請劉上師前往學會
關光，十一日開示移喜磋嘉佛母儀軌，十三日開示釋迦
閉一那蓮筆生大士及普巴金剛儀軌，一二十自上午十時舉
行黃財神灌頂，參加者約一百五十人，十一一時閱示咕嚕牟尼佛儀軌，十五日、十八目及二十日續講普賢玉如來
咕功佛母，金剛亥母及一髮母儀軌，中午持京餐廳釵餐九乘差別略義，此題於去年在港會閉一那多次，關至悶的
(次
7始加以圓滿，餘時則為弟子解答
。九月一臼晚上七時為各會員解答大幻化網之甚深勝義 瑜伽之妥噶部份，人
精華閉關法及普巴金剛閉關法各種問題及指示手印。指 佛法各問題。
敦珠法正自一月十七日於法國南部博都圓寂後，身
導如何觀想本簿，堵紹妄念，使身心自在o 上都常關

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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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L

後再來一起討論。結果，除了蔡建華師兄因為資格較深

••

有些疑點，閑來間去外，其餘三人都是敬陪末鹿，沒有
動靜。都是跟著問題在那宴，書就翻到那襄 o因為，均
是初學，以往全然未曾涉獵過密乘經論，一下子，實在
完全若不來，也看不懂，不知從何鬧起。尤其此論，處
處引經據典，以詮釋研證'論上加論，更吽我們丈六金
剛，摸不著頭腦。您想，如果真的要筒，不是幾乎
，太不好癒思了。會長君還樣子進行，俑者所提，只是
•...••

何沛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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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獲鑫良多。不管你過去是全然無學也罷!抑或略有

長，令人欣悅。每次聽講完畢，個個法審充滿，因為實

小組擴至到二十人一小班，…一股蓬勃的力量正在默默滋

和機緣的自然成熟，今年陸陸續續一直增加，日出五人

」時間也變更為星期三晚上。隨著有的師兄發心接引'

如今第一本已經結束?現曰鑽研「菩提道次第廣論

意，實非黨墨所能形容。

律儀」的問時，指示各會會長，希望能於各分會成立「
怎樣的真簧情況，也搞不情楚，好像效果不彰。於是提
研經班」'以期連到解行並章。高蜂王會長，一常不怠忽議，改變方式。把要研讀的範囂，幫我們列出幾個綱要
，部速通知大家報名參加。持問定在每星期四晚上七點
題島，每人問去找答案，然後輪流講出來。這樣子，就
半，課題是 「菩提正道菩薩戒論」(配合上師的關
無所遁形了。解或不解，對或不對，立見分曉。第一回
示。〉未料，有心人士竟然只有四位，包括會長臣值五 戶
A 口，就推我先上場，(大概啃著我身為教師，一部道貌岸
位，加上偶然來捧場的，從不超過七位。對於初到學會
然，文名科沛霄，八成有點實力，殊不知我亦然草包一
，一切向十分陌生的我，君在眼裹，甚是訝異。學會不 個。〉淘梅半天，結論是，會長終於說 「下次起，還
是我自己來講好了。」我的功力如何，大家可想茄知。
是有五六十人，您會不到十分之一?會長說 也許他們
感謝會長慈憫我們資質魯鈍，佛學根基太差，從此
有一小方便處吧!反正一切隨緣，不必鮑強，來多少算多
少。就這樣，寥寥幾人，聞著圈圈於佛堂上席地跌坐， 以後，逐字逐句為我們剖析。我們先念一段，會長就跟
著一牢不瀉的解釋遣一段。(儼然教小學生一般。〉多
關始研經 o接著，怎樣研讀才能生教?這又是一個問題
。始初，會長規定，每人先在家看個十五至二十頁，然
少個日子，就在這般不辭辛勞，不棄愚劣，滴容牽引的
指導下，不斷地充實著，進步著 o內心無蠱的謝意與敬

約於去年四月，上師於台中學會議述三一一乘興一一一
字句片段，缺乏整體性的概念。不作聲的，到底又是個

略
••

"

\

雄俊王長會雄高

班經讀:導領

所知，何等根器皆無妨，只要你是有心人，絕不會入寶
山空手而目。主要是，議者，無論是顯之教義，密之修
行，均有紮實深厚的基礎，更者，叉能和言施教，聽憫

一 35 一

耐煩，使學者在親切，自然，毫無壓力的氣氛下，不知
不覺增鑫 o能有幸親近如此善知識，實是苦等之極大一幅
報，願高雄的師兄們把握良機。本生論云 「聽聞隨轉
修心耍，少力郎脫生死城。L搏朵瓦語錄中一去 「總攝
一切教授首，是不捨離善知識。」所以，除姆，每星期
日理應往台中恭聽上師閱一本外，亦能不負上師所墓
，各會師兄弟，撥空共同研習經論，宙間那思而修，以
臻解行屆滿。

“~札鍋a
進A司
法
夫函掃毒、么清種夫叫要
事呢進次手寶島
r痺
d，

苦役正指掌阿拉薩戒論

••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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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淵

十五日上午，上師審閱三乘與一一一律儀閱法名單。由一一一

O會全到者姓名依鑽到及秩序排列如下
持恆。一一

吳

完畢。傳法分講授、實習與問題解答等一一一部份。其初
最高，台北會最低;而一一
O會全到人數，則以台北會
受法者，視同皈依，若念滿四皈依咒二萬遍時，可請 最多，台南會最少;就一般說，多缺乏久遠心，不能
求寶瓶灌頂，修生起次第之法。

下午上師趕返

月
1 口中
7閱本「甚深勝義精華」'此為生

圓次第之一大法，內容相當盤寓。遍遍師佛行將赴美

。上師行前，對是馬專心修法者十分懷念，嘗一再

螺淑娟、陳貴枝、翼文淵，王俊雄、林振芋，蔡河源
者，均可請求接受權頂，連同結錄受法者共一百二十
等，共十入位。
七人。其正式接受瓶灌經領受菩薩戒與密宗戒者，在
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師法駕應請赴美，上
本奪咒念滿五萬遍後，可領受生起次第儀軌之閱示，
如法修持。若依鐵定請法，此具有傳承之法，一一一根本 午十時由台中動身到機閩中正關際機場，候飛紐約，
送行者二十餘人，高雄師兄代表也到了。在候機時，
即在其中。
一些平時本使公開請示的問題，在聊天時便有了機會

十一一月十四日上午，上師續在北會主持法會，傳授自 素修、王曲同齡、蔡影輝、林崇安、何雪霞、廖金旺，
陳文仁、昆明華、林坤旺、李銘閩、郭秀琴、莊金沛
衣觀世音法，蘊個會員及初皈依後念滿四皈依咒一一萬遍

••

〈村)之統計為二一一一四人。筆者發現此一情形後，

，而請法者﹒官曹先又無充份之準備，助以仍以本尊法談
為及。
主。領受此法者共二十餘人。借調於年內闊闕，閉關資 一、更正:十月間嘉義舉辦靜坐人數統計，依本刊一二
十期，林臭澄師兄撰文為一百五十多人;本題前篇
料由林坤旺師兄彙報，其在發心後，如未依照規定，
即於 1一味郁，一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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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南京東路一二段二七八號四樓新址，首次傳授西藏密月廿一一一臼至十一月廿一一一日，共八個月，每週說法一次
宗靜坐法，受法者共七十人，一連五會，至十三日晚 ，共計二O會，聞法者總共數百人，出席率以高雄會

民盟七十五年十二月九日，上師應台北會之語，在該

法

再次審閱原資料，方留心到，原資科是將開受密法

方停止縮小。

大耍的名單，與靜坐法名單編在一起，而紙有日期
一二月二十六日，上師返回桃閩中正關際機場，中、南
的標示。因此，將簡受密法之人數誤為靜坐人數;
、北各會代表三十餘人通待，先到台北會。即向隨侍
而事實上，靜坐人數總共一入九人。其中，部份人
弟子漫談，此次赴美港星馬弘法及閱法玉在巴黎示
並未全到，少的，或在閱始，或在結束時到了一、
寂，專程赴法等之概略情形，間受者由房裡直擴到門
一一次，重要的內容及貫習或不及開妥，乃將之刪除 外。
，此或為統計成一百五十餘人之由來。而一八九人 一一一月二十九日，上師趕、返台中，親自主持法會領導共
修。及法會完畢，高、南、北、中各會弟子群集，聽
，則將先後參加者，不問次數，盡皆統計在內。
受師佛得知法玉在法國海部搏都市郊一那寂，赴法
七十六年一兀月十八臼。上師赴美後，各會活動如會供
、定期法會、布薩及放生，以至接受皈依等，均依常
晉誨，本來自美國弘法專畢，、返問香港後賞欲依倒閉
關，臨時設法辦理簽證'率向五人赴法。及至獲知
倒進行，有的閉關及準備閉闕，蓋此時正種年節之暇
法玉是由四位守一一一味耶活佛隨旁承事，即親如家人也
，乃充分利用以積聚一瞄慧資糧。
難以入見。上師知法主「出定」'請求准入秘密

日縮小，有化光飛去之勢，及師趕往會藹後，法體

七上午十一時半本寂，如常入定，由色未麓，法體逐

二月十五日，台中會報告，村、法玉在巴黎於一兀月十

後，共同修法新諦，在二十一天中，燭光日夜長明白

室鵲兒，師率翻譯入諦。乃為法王入寂後受召見
之第一人，據說，法玉之身暈已較小，時巴在一孤寂

版社帳戶。

者，請利用郵政劃撥O五二四二二 iO 密乘出

。「西藏密宗靜坐法詳釋」，每本一百元，

箱五十二一i 八四八號。

後兩個星期，得法國政府特准，不稍驚動，待四十九
與法玉的慈悲，在本會學法的，都得了二代師律無
日後，始用飛機連載嘉德滿都，建廟安奉。本會港台
一一的殊勝加持，而有意外之感。於聆聽報告後，乃分
頭準備布置供壇，法王一音容和藹依然，唯卻換上了 向人，正準備前往朝見。
.透
L明
.的
-白蠟燭，供品羅列。自本日起修法一一十 。凡欲參加金剛乘學會西藏密宗靜坐法者，
一一A文
函報名，屆時將通知時地。來函請用台北郵
一天，祈請法玉為佛法住世、乘願再來。各會獲知

於本臼上午，台中會如時準備布薩峙，得上師自
香港電話告知，法玉敦珠也將波車已在巴黎一部寂，會
中百餘人，一時心情陷於凝重，蓋由於上師的一瞄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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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學會大事記要同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五日，師佛劉銳之尊者於晚間七時

黃文淵

託超度其怨家、債主，以至橫死冤魂、鱷魅鱷魎等無

，在台北會，先後相續開一本白衣觀音、金剛薩捶及移 依生，共設超度達位一一百餘座，以香花酒食奉饗後，
喜佛母等諸尊儀軌。凡巳受正式灑頂〈結緣者因未得 將此等無量眾生超度至極樂世界。除通知本會會員，

對外未有通知。
戒除外)者，念完各尊咒五寓遍後，皆可報到開法，
及領受儀軌修持。受法者，白衣觀日1法閉一人，金剛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六日上午十縛，師佛在台北會主持
陸捶法一入人，移喜佛母法五一一人，共一一一人，南 咕嚕咕功佛母法權頂。此為空行法，於皈依後，念皈
依咒二萬遍圓滿，即可聞法，初灌六八人，續港一一一八
北各會均有，開示至夜間九點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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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供不瞭解乏味耶律儀者，作參考。
閏月五日晚六時，師佛在台北會佛堂舉行清興起度法
會，超度對象除為國捐軀將士，為公殉職員警外!立
接受委託超度旭先、親友;為祈求國泰民安，亦有委

與改進。凡在講戒紀錄列名者，即為本會之現有會員

如未參加，均與一一一昧耶有闕，是以，應注意懺悔還淨

交各會公佈 o除布薩外，不論會供、法會及開一本等，

人，共一 O六人受法;接藩，閱示金剛薩捶除障法，
附記 北會為免使初機者，避免犯戒之過失，特將
聞法條件，註踢在簽名單上以為接引;唯校對移審佛 聞法共四七人。師佛慈悲其未受金剛薩捶法者，也
母聞法名單時，有四人在權頂名單上未見簽名。建議 許其方便聞法。雖已聞法，唯仍須講得金剛罐罐灑頂
，方乃圓滿。
在師佛閉一那儀軌時，應依灌頂名單清理聞法簽到人
閏月八臼'金剛乘閏月于會七五下半年(農鷺〉布薩資料統
數。九未規定受法者，在形式上雖或算是得法，卻已
計完畢，里宙間師佛道自 o蓋灣鹿各會布隆全到者，
犯戒。其犯戒者，或不祇其本人而已，若不留心還淨
，在修持時，或將難與一一一根本相應。是以，頗有人在人數共百餘人，中以臺南會出席比例為最高;至於五
灌頂後，明知閱一部儀軌，卻不參加聞法。此種情形， 次以下!…次以上者，在比例上相當高。有關名單，
••

四丹十二日上午九時半，師佛主持金剛薩捶法灑頭，
傳授密京戒等後付法，受法一五七人。接著開示十四
根本墮完畢，聞法九九人。

一一一根本相應，昕以重視布薩之要求。

日，晚七時，師佛在台中會講授諸家大手
四月二eJI

印比較研究，此為學術講座，恭聆者四十一人。

師佛劉銳之尊者自弘法以來，除配甘一一金凹飯灌頂 四丹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半，在台中法會完畢後，師佛
繼續開示普賢玉如來九乘佛法之差別。各會聞法人數，

北會一四人、中會七四人、商會四人、高會九人，共

傳戒及閱示外，且旗數作戒律專題講授，如五戒、十
菁、八戒、菩薩戒及密宗戒等，俾便隨學者瞭解持戒

一。一人。

品止，共二十一會，聞戒人數為布薩人數之百分

法中的且甜，不論在教理與次第上，均有其共通之處

家大手印比較研究，南北各地有趕來開法者，聞法共
四七人。大手印是噶舉巴的高法，其與響瑪巴大圓滿

四丹二十九日晚七點，在台中佛堂師佛第二會續授諸

之重要。十四根本墮為密宗戒之一種，此次了一一乘與

4

怨到
一一一律儀」之講授，講到十四根本墮為止。曲
3高

沌

之八九﹒一，唯全到人數僅一七人，比例甚低，中以
吳素珍、玉悶悶齡

，所以，師佛將其原著，列入金剛乘全集中。雖閻王

北會比例較高，絃將名單附列於後

、蔡影輝、林崇安、何零霞、廖金旺，陳文仁、自興

根本的緣故，金剛乘學會並未傳修大手印，而有請求

捐助本刊芳名
香港方面(港幣)

元鄭國輝指間

肉宅。
wgzm

2.

悶。∞戶口

棄黃幸年雷耀

ω

00 元玄

時，師佛仍樂為講授，台中會立法人錄影。(待續)

華、林坤旺、李銘闊、莊金沛、陳淑娟、陳糞枝、黃

文淵，王俊雄、林振芋，蔡河源，〈孩童未列)。
民國七十六年閏月十九日，於台中會法會後，師佛講
授普賢玉如來九乘佛法之區別。聞法人數，北會一七
人、中會五九人、商會一一人、高會一一一一人，共百人

可戶口問鄭堅中吋gm

元玄古
00
口m吋口門戶戶口捐一
一一
∞mMCShy

。此為臨藏問取完備的佛法判教理論，其滴蓋範閣除西釋忍慧法師捐 -000
藏無上密乘〈及般若乘)外，且包括原始乘、大乘及
瑜伽密(東密〉等全部佛法。

元一
馬來西亞太平楊斯棉捐馬幣五 0 元
，貝里捐一
0一

下午的時，師佛主持啤嗎響梯法權頂，初受法一一一四人權各捐二 00 元梁子鴻何淑美張偉艾鄭慧媲
0元
黃妙珠各謂一 00 元黃銘錫廖玉蓮各捐五
'續受者一一一六人(含港會一)，0
共人
七，受法條件
為經常參加布薩者。中除師佛閱許者外，餘由各會

長通知受法，如信心缺乏，不能信守一一一味耶，便難與 蘇韶山捐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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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DUDJOM RINPOCHE AND HIS

A們AZING

GRACE

His

Holiness ís wel1 versed in terma teachings and received over
1000 Yidam initiations.
These were all prophecised long ago.
Most
of al1
as recorded in the biographic accounts
of
His
reincarnations 明 His Holiness in now the 18th reincarnation and
wil1
be the prince
of the Shambhala kingdom
in
the 20th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the last Budhha of
the
Bh adrakalpa
(the present cosmic eon).
H孟 5
Holiness received manγLongde ，
Semde and 何 angagde Dzogchen
lineages.
In
order to spread the聲 Dharma ，
His Holiness made the Nyingma
gyud-bumcompiled bγRatnalíngpa published and known to
the
public.
His col1ected
work in Anuttara Yoga Tantra essence exceeds 20
great volumes.
In
April
1959
the
author received instructions of
Dzogchen
Longde
Semde
Mangagde and Sitr 。一narag dong-trug up to the
手。urth
initiation from His Holiness in Kalungpung
India and
received the kama
terma and the most direct lineages.γhus
giv閩、 the name of Sonam Chokγi Gγaltsar司，
the preacher of
the
Dharma in China.
9 thangkasof Guru Rinpoche
100 volumes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the Nyingma gγud-bum and the collected work
of
His
Holiness were granted bγHis Holiness.
Th e
author
was
also granted a lotus ha1二，
to represent
Guru
Rinpoche~
and
was entitled Lama Sonam Chokγi
Gγaltsan.
Prophecies were given
while the hat was put
on
by His
Hol iness.
There
were
also numerous
Dharma血materials
granted bγHis
Hol iness.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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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Holiness and Guru Lau Yui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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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ecration of his monasterγ ， all of Sakyamuni
Meitreγ晶，
and
the
16 Arhats showed smiling faces.
Meitreya thus
prophecísed
that the last l i f e of Longchenpaωill
attained
Buddhahood in the Avatamsaka World.
In 841 A.D.
the k 孟 ng Langdharma destroγed Buddhism
Buddhists
perse~uted ，
scríptures burnt.
He a雪sked Nubchen.Sanγas Veshes
what
電tr 閥、 gth is left.
Nubchen Sanγas Yeshes answered
the
strer可 gtL'l
of secret mantra.
He pointed into the sky wi th
a
mudra
a
black
量scopío
ωith 9 levels and as big as
a
bull
appeared.
Tt喝
king was scared
and permitted that Tantra
could
be pratised at home.
All the monasteries could thus
be preserved and protected bγlaymen.
In 844 ~有 .D. ， Langdharma was assassinated and Buddhism retained.
Zurpoche
receíved teachings from
15 gurus
and
practiced
ínnumerous sadhanas.
For the benefít of satient
beings
he
practiced 9 great auspicious pure sadhanas ín Ugpalung
caves
and
ωas
able
to meet the Vidam
(diety)
and
attaíned
enlightenment.
He was thus given the t i t l e of Upalungpa.
The teachings of
the Nγingma school was not contained
in the
Buddhist canon and 50 not widelγknown.
'Ratnagl ingpa took out
the
Nyingma gγud-bum
(100 000 stanzas of
Nγingmapa)
from
Upalungpa and compiled
with oth 甜
scriptures.
.He also
requested his Guru of
old age to give teachings of
the
collected works.
A brief summarγof founders and qreat masters of various sects.

,

,

,

,

,

,

Sect

found
-ing

founder

great masters

present head

γear

Nγingma

Kadam
Kagyu
Sakγa

Gelug

750
1037
1040
1073
1075

Padmasambhava

Longch 研lpa

Atísha

Marpa
Khon Konchog

Dud 且 om

Rinpoche

一-一gγalpo

Milerepa
Pandita

Sakγa

Tsongkapaγsongka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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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γalwa

Karmapa
Skaya Trizen
Ling Rinpoche

A CONCISE HISTORV 間::' Tt器~ NVINGMA SCHOOL OF
TIBETAN A蠅JTTARA呻VOGA TANTRA
Ven Lama Sonam Chokvi Gyaltsan (alias Guru Lau Yui Che)
translated bγPemaγhabhkeγ
Esoteri c:
Buddhism
<T antr .i sm) is first transmitted
Buddha (Samanta-b hadra).
The nine yanas (vehicles) of the Samanta-bhadra are~
External
Sravaka yana

bγ

Pr imodial

Pratγeka-buddhaγana

Bodhisattva yana
Internal
Kriγa Tantra
Caryaτantra

Yoga Tantra
Esoteri c:
Mahaγoga

(genera1己 ion stage)
(completïon stage)
Atïγoga (great completïon>
Anuttaraγoga
(Atïγoga)
was
f 臼.mded
bγGuru
Rinpo c:he
(Padmasambhava) •
It
was prophecised bγSakyamuni Buddha that 12 years after
his
Nirvana~
a Buddha will c: ome to this world to transmit
Dharma
of the Sambhoga-kaya.
In
877 B.C. ,
in the heart 0手 a blossoming latus flawer in a sea
of Oddiyana 會
there appeared a babγtransformed from the seedsyl1able
"Hri"~
the mind essen c: e af Amitabha !l
in
a
golden
vajra.
The great
offi c: ial brought ta King Sangbo Chog
the
babγ ， wha was then crawned prin c: e
named F'admasambhava.
Afterwards~
Guru Rinpoche
was enthroned
king ,
entitled Pema
Gγalpa.
Then
he abdicated
to preac: h the Dharma
and
taok
Nirvana in Zahor.
In the c: remation ‘ bγmirac: ulaus pawers
the
手 ire was turned inta a sea ‘ called Tsapema.
In
order
to subjugate
three pawerful
demans
in
Nepal~
the
Vajrakilaiγa Tantra was brought from India and transmitted.
The abave c: an c: erns the history in India.
The
Sal'l.γe manasterγwas ere c: ted a c:c: arding ta the arrangement
af
the unïverse (憫。unt 例 eru. 4 c: ontinents and 8 subcontinent~).
In
order ta prevent the destroγaf Bu ddhism bγthe ruli ng fam i1 γ
。f
in c: arnatians of demons~
Guru Rinpo c: he and
Yeshe
Tsogγel
concealed
the Tantra aS termas.
in 130 c: aves and
innumeraus
secret pla c: es
to be unearthed bγtertans.
In
804 侖 .0. ，
Guru Rinpa c: he ride an a horse fram Guntang F'ass ta
the land af Raksasas in order ta c: onvert th 間D.
Among His disc: íple 雪，
41 attained enlightenment~
17 were wamen.
25
flγln
rainbowlight
bodies
and
over
200
attaíned
rainbowlight bodies.
Num甜-ous attained other siddïs.
Vimalamitra and
Guru
Rinpa c: he b ec: ame Gurus af each
ather
and
transmits
the
tea c: hing
of
Ozogc: her唱
(great
c: ompletian)
essen c: e.
Long c: henpa re c: eíved
tea c: hings dire c: tly fram Guru Rinpo c: he and
Vimalamitra.
He was
asked
ta make the
teaching
mare
elaborated
and he developed the teac: hings into Yang叫thig.
In

Anuyog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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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一

心!

，這句之呵成咕咕有啊r r玄hw&診叫低頭詞句是為

法啼啼列夫叫叭呵之抗咐，研.~~!呵!

17.
KU.K tJ. RA .J A.-KING OF DOGS. Gaining mastery of the web ofi lJ usion , He
perfected the 0倍ring Mandala of lnfinite Variety ‘ To reyel in the Land of Dorje Ch'angHomage to Kukuraja!
嚮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的咕咕那撞教主

dvv1

呵呵們會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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