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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初月正年未辛曆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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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五十月二年十八國民華中

蔡王壇城

主尊為藥師琉璃光佛，壇脫自寶石、金銀、白珍珠、紅珍珠、監琉璃、總益正方形宮殿
所成，四門自四大天王守護
。南方陽光普照、滿主治寒症諸藥;北方治熱病藥;東方長
t 種詞子;西方長六種良藥、五種藝水等。藥林上笠、群鳥歡歌，林肉象熊窈等伏臥、
本身是藥。

恭敬佛像功德 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漪，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床
「一人於雨
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發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
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
中見小泥塔，急拾革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
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
佛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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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莊嚴論頌

(

41) 法轍師譯

"閃吟汽貝寧呵!何特支持兌付啼啼!
近菩提速疾。利他無增滅。

!訴汽晴雨~稍稍桶rf f可哼!利制肉，喇持伊相認
不見法非法。色等不思議。

病可制精神福帆，1 1哨位海嘶
但等諸行捕。自性無分別。

!向對"f~綽有教~~91 ~魚憫棚中啊!買
能與珍寶果。清淨及結界。

"Jtl守詩詞忍睹知她有呵呵， f議兩吶喊科
;

I

摧伏魔力等。十四種功德。

1數輛吉有增~~啊!關走村文照新K嘿嘿
當知諸過失。有四十六種。

弘叫年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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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荐示寂年代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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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目光的
陳正輝 H

劉鈍之岱

鍾祿湘路
楊東賢等攝坦

第泳等攝訟
練正輝等攝認
鍾棟湘攝 M

金剛采學會

枷出版者

削

刪郵政劃撥

酬社址

州執行結輯

馴副刊社長

出世法官鐘菇歌舞
藏諺輯陸的 W

捐助本刊芳名﹒

佛經反哺基金會﹒

MW

現觀挂嚴論咱們

藥王增城

問藏語文來函﹒
封面

封面裡
封底

封底裡

「四部臀典」傳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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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之筠

陳詞政揭

嘉泉油

﹒訂

訪

資料室品

莊晶輯結

已埠﹒郎堅古麥卻舍汪放油

五七五 O 八O 八

台灣方面

電話 {O之).七五二七ZO七七一…一四九九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束一街三十五號三樣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一段二七八扭瞞自樣

電話

香游灣仔克街一 i 一五號展鴻大廈一樓A座

香落方面

本瑪巴師佛傳氓無系統拍移喜議奴教主

臺北縣中和命中山路二段=-A九巷=一我一

永裕彩色印刷鼎鼎司

。一五 O 丸入九!由我金剛采雞叫志社

委中常晶屯區怠。文泉一街三十七號二樓

妥北伯特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我

鍾隸衛

林崇安

刪發行人是社長 黃鼠忌

合則采隸誌社
圳發行所

仇

社.6...~師祖廟的莊嚴﹒
晶說佛教容鴉教法﹒..............智
.慧
.出
.版
..
法玉所摸啟請上師祈禱文﹒
從師旅遊記
醫韓國丹發列措本刊封面封底之詞介﹒
香港金剛乘學會啟事﹒

灌頂留影

本會法訊﹒
釐

港漢佛學講座﹒
上師參謂佛母合影
參訪問w皮、泰國留影

閣內

l

蔓中山巾商宅區寧夏東…按三
t號
十一一樓
四號)

金剛繁雜詩社

國外間
一、香港 灣仔克街一!一-1號農揖大軍…槽A座叫

∞矢口

M刪
…一、是加坡gcnrHHY戶，HB﹒∞CR吋
召﹒州通訊處
可草草
mH

﹒州印﹒削刑者

的H詰苟且開 -ES

刪池址

m

電話 :(O四)三之五 O 六一一

號
台商市安平路一可立即巷0九
電話 :(O六)二二辛辛五九三立七二。一 --O三
高雄縣鳳山市新審路三九…銳十二梭
(O七)七四七八一九O
電話

﹒密乘出版社

處八台
間開前或現金給我直接鐘交官宮中市商屯僅盒，草葉一街一二十枷行政院新聞局局級商會誌字第一一通
一訊九
號中市西屯區寧墓束之倒一二十七號二樣

話中華民區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電話 :(O四)一一五四七九四八五二五三囚一 O
郵政劃撥 。五一一囚一一二
iO 密乘出版社

••

ax

•••••

O第
七扭恥之梭『任何助印，必在下期拳刊公佈徵償。棚中華郵政學字
之號
四執
四照登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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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對自十二月一十年八+六盟民擊中
O九
九
過日(圍內助印詰利用懿躍。
一八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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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向當地葉間，請附回郵費，閻外勛印，請以外幣罷酬棲

會學乘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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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建為

電

的到銳、之
羅時憲
李福街
高大添

馮灼炎
黎日光

陳建強

陳寶芳

永遠董事馮公夏

吞港會呂榮光

會長呂榮光

黃毅英

副會長黎目光

會長程溪雄

金剛乘學會導師劉銳之暨台北會蛛絲
M…
H

1)

謝順良-

副會長蔡影輝

AE

台中會會長李銘國
林坤旺
副會長莊金沛

會長王俊雄

高雄會副會長絲

會長蔡河源

副會長邱永定

合南會張世昌

金剛乘雜誌社社長董淑怠

密乘出版社董事長鍾祿湘
-A

司總經聽陳正輝
全體弟子恭賀

西藏佛教專瑪教法
其宗義及歷史

智慧出版社正徵求帶助者以七五折美金一七五元預

訂，此帶助計割用意為預g收
T 集印刷之費用。然紗布非-

敦珠霧波率可無畏移喜多傑著
出臨賊一社撒冷菌

0

我謹請你能協助將此書於台灣及香落各 A目
V中推介;

轉費的劉喇嘯:
一
OO 本(註)能即售出，否則難有年底付梓之本民共。
d
f
特比率函國你是我們的上何變者敦珠算放車最有
會一者敦球算放卑不僅為一完全盤悟之上持，最取者
名翠的大弟子。由你的領導，於此三十六年泉，金剛乘及容瑪派最高領神，更為此末世時期進師代表。弘揚與
學會蒸-恭日上，於各種弘法事業符大成就
o於令，西方
保存佛法有多種方式。算放車則以灌頂傳法及註釋佛法
諸于欲借助你寶貴的支持，以完成奔波專著作!容瑪宗
為主要任務。傳法與灌頭為修法之先決，專攻車於此世
義及西誠合代佛教夫。你已將西藏古代佛教\丈鐸成漢
曾文
一一一技與有緣之弟子。而此註釋別能永傳世代。我們
正顯示此著作之如何會耍。比著作譯成英文後，將定名於此懇求你之協助，能使此寶訓能見諸英語。
為「晶裁佛教專為教法」

出版此諸實為一巨大籌割。於一九七0 年，求美多
鼓勵弟子們參與管助計割，作為對我們上師(詩者按
傑博士閱始翻譯。至今，是不多二十年後，此作詩成二指算放車)之供巷。或可否預約一百套之數?並將此著
千寞，附有九十六張彩田間，其中不少為算放車珍裁之作徵討之廣告列於金剛乘季刊?如此，我們即能攜手達
海噶'入十入張鉤妾，燙金會邊，並用無故紙，準備印
到受者敦球算放車此巨著印行之實現。
行。此一發二冊之精句，可泣嚴任何佛壇。然由於計割
佛友:
之龐大，加上印刷水車之要求及不斷上升之印刷成本，
海倫娜﹒赫傑斯
現存之預算早已一堂。

••

6 一

一

(註)當者按
又英語書借「敬體」無漢文之講究，故

本，譯者怒為手民之誤，應指千百本。

佛學刻感困難，故於典詩佛經，已難閱讀。若於無上密

多人。且有回國學人。對英文造詣不成問題，但於英文

學澳洲之博士、碩士多人，與攻讀香落英文大學之學士

高雄、受晶，共有學會五間，弟子中雖有留學美國及留

本文為一一一
O一
O 百本，照宇間為十三萬

用白話文龍蟬，如「你」、「我」等，

法之英譯，則史難上加難。「英漢對照之密浩辭典」'

者鈞為支持

皆英人寫信之習慣，縱漢人甚少用於信

社對該

是「金剛乘學會」贈送。費神感甚。

大著名大學各十間，最好已成立佛學會者。並紛說明

二、預計二十本，出版時，盼代分寄美圓及加拿

一、預訂五本，出版時，盼代分寄上卅五問學會

之命，不得竭盡綿力，以報雜命。

但的者固定先師之錐譜， ω者會於草

尚求見者出版之故也。

e

赫傑斯女士

革祖國蠹

中者。

尊貴的海倫娜
當李大函，以在閉關期中，無緣奉哀，延呈現在
，非會抱歉!
將我何敦球算放卒重要著作，譯成英文之「曲或
誠如師兄仙藩算放車所謂

o

敬邀訂購

西藏佛教奪瑪教法

一

•.

此著將率喝傳承最高智慧傳達至

會

7

…

。

英語各國 OLi 仙藩露波車

「

閣

佛教容為教法」編印行世

「將率為傳象最高智霆，傳達五英語各國」。真是功德
無量，絕對陵喜。
承囑各節，敢不進碎，已錫將「徵訂廣告」(原
英文追問漢譯)列於四六期合剛乘季刊付出，可慰遠
合。

關於預訂部份，有不能如荐者所期草者，比中隱
情，不得不坦白球之。現在香落及臺灣之臺北、每一中、

出

土

••

...

..

善人甚慶獲得聖者敦珠宵波車最重要著作之一「
西藏佛教南瑪教法」，即將於英語世界誼世之喜訊。
南波車被一致公認為最有成就之上師與學者，而此
著包插曲用波車之兩大著作
l 南瑪狹義與西藏古代佛教史

榮焉。

《作者》
吾每有幸

西方居住及工作

智慧出版社敬逸

西藏佛教嚮瑪派最高領袖抉擇於晚年在
σ

敦珠商波車為一證悟上師，巖取者及南瑪派一切主
要傳承之主。其為多產學者，以超常清晰心念顯現，從

早歲即能將最深遼教法，以平實及恩惠，將其心要傳違
至每一個人。
著

il

o

為未來宋世有浪滅危機持有所保存。此著現即將

「西藏佛教耐用瑪教法」為耐用波車之一重要及綜合巨
闡述了南瑪寶庫中哲理、歷史及文化內容的每個細
節

首次於西方面世了。

《…該書》

「西藏佛教南瑪教法」共分閑情。當為南瑪眾義，

索義分四部份閣述
﹒輪混諸法
﹒佛身之佛性

.辯經之問乘

﹒以大圓滿(悶的嗡伽)為極之密咒果乘

••

次為南瑪教史。

。耐用波車於一九六三年完成佛教史之初稿，於一九六五
年以嚴文刊行，及後，被譯作梵文、漢文及英文等。

如仙落窗波車之霄，「此著傳達了南瑪傳承之最高
智慧」'吾人能於此提供讀者成為贊助者之機會，與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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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夫則分入節
﹒佛教來被與釋尊降生傳記

.印度密咒傳統
﹒密咒傳入路職

﹒龍青巴尊者以前諾大圓滿傳承上都傳記
﹒嗎哈瑜伽、阿努嗡伽及阿的瑜伽甚至作者之無斷
傳承
﹒各大巖取者傳記

﹒詳明註釋

﹒一一一種文字辭彙與細自
.一一一種文字參考書目
﹒附於內文之西藏站闡
.詳明索引

全書共約二千頁，九十五幅彩告湯噶及名勝之插圖

，八十八幅上前本尊鉤章。兩冊均為布醋及附有絲質書

簽，大細為三四五毫米長、一五五毫米寬(即九﹒七五

村長，六﹒一吋寬)，而納於精美盒套中。

兩冊不予分售，而為西方可得最完整與應有盡有之
參考書。

《譯者》

一九七0年，敦珠宿波車授權將此重要著作為西

方譯成英語。自此，朱美多傑及後之馬太申斯坦，與作

者緊密合作，無闊的下著血汗功夫以準備一準確之譯本

。敦珠商波車之子及法鵑仙落宵波車曾對此成就一一一一間

「此項工作對修行者、學者，及一切對西藏佛教有興趣
者，有著極大的重要性。」

朱美多傑博士為梵文與東方研究碩士及倫敦大學非
洲及東方研究學院博士。

馬太甲斯扭博士為羅得島布朗大學哲學博士，現任

教於芝加哥大學南亞語言文化系。

…

9

一

﹒對於耐用瑪派以往誤解的駁斥

﹒印度佛教史按西藏文獻編年並附授記

第一一般為擇，者所編之龐大參考資料
9包括

•.

••

法玉所撰啟請上師祈禱文

祈踢于加持得正大見。

詩法身上師移喜多傑知。

密乘之修行人，最蠶要是依止根本上師，故西藏大 會體從本不變離整治。
德所適之經論，開始必先皈敬具恩根本上帥，而每天之
甚深明淨位於堂瓶身。
功課，都必先修上師相應法。以修上師相應法得加持，
修本尊法得成就，要成就本尊，亦非先要根本上師之加
持不可，根本上師之蠶耍，有如是者。

位於食生五部之顯現。

宵波車峙中一帶所有著作中，有一篇很精簡還要之祈合
禱性不減且一淨明澈體。
文，名『啟請遠處主持祈禱文，合性流露之歌曲。』內

住所造顯現空覺本艘。

無分大悲緣智慧無邊。

祈賜于加持修大圓滿。

黎目光

容除對一一一身上師至誠之皈敬及祈請加持外，更開一加上師
請報身上姆雷﹒會多傑知。
對弟子之恩德及修行方法。佛母及兩位佛女蒞港時，
亦談及此祈禱文之重要 o 佛母云她們館夭車上都必先
誦此祈禱文，有些弟子諦此文時常憶及南波車之恩德
，甚至感動到下淚。

台覺從本不變與不動。

此篇祈禱文放在『敦球新實裁』一番藏譯英之首位
請化身上師皮乘客已知。
，而每次在祈顧商波車乘願再來之法會上，亦必誦此
祈賜于加持得大成就 o
祈禱文，希望宵波車特別感應荷早日再來此娑婆世界
。劉上師認為亦應譯成漢文，以資參考。

法身生起顯現無善惡。

zr

當下覺悟即成佛陀故。

一師前疇艾

啟讀還處

自怯流露之歌曲

清淨解脫土師心，筒顯。

一 1 。一

倘悔此心為土辯會性。

無用晶吼著於此作祈禱。

學觀則相制釗腳們闖闖闖闖關

每跟隨單可巴

像正輝

元月廿一二日偕林月鳳、張金溪兩位都兄趕赴泰國，

旅途。上師已於廿一日由香港飛曼谷轉印度加爾各答

夜宿曼谷。廿四臼轉程尼泊罷，開始此次為期十一日的

隨起陵捨宙就得加持。

，訪問老友悟謙法師，師徒相約在尼國會苗。

事先並未得知加德滿都機場罷工，幾乎是斑斑延邊

，自由的風潮似乎已吹盤了尼泊爾的群眾。一到加德滿

任遙控藩境中皮此生。

賢師兄帶來之參禪法體奉安專集，倒由忙得不亦樂乎。

會 h專集，安排上前的住宿，接洽雪獅旅行社替楊東

都郎聯繫索回一萬五千本被扣之『敦珠法正與金剛乘學

大圓滿行一切成歡悅。

下午囡飛機延誤誼至五點多才見到上師，此時香港方

…

越上午，上師帶我們訪其同學戚操宵波車，他曾

為法玉之秘書，未遇。上師仍非常閥混兩年前被扣

之南波車與金剛策學會專集，遂在羅桑啟培先生的指引

會見車往常被車(尼泊爾佛教會理事長)，結果對方暗
示鑿附孔方兄而作罷。

成為吾最優金剛弟子朱自古、席藥、楚英、當、譚潭、

禮，恭敬如儀。佛母經兩恆佛女譯詩與上師互相間

行二十人皆準備哈遴、供養金，也上前率餒，一一頂

下午四點，佛母接見上師於祖師廟之三禮，一

禮拜所請求，智者 移 喜 多 傑 隨 諦 。

大圓心難酬唯憶念土押。

此乃土持父慈悲恩德。

不減目光澄明得常照。

鑫除心中黑蜻與無明。

無比教法為生行心耍。

無敵依估至尊上師淚。

進師柄子所作向﹒嘉樂。

面林漠雄師兄亦組來接機。回酒店時，千媚、詩蠶兩位

11

佛女日在潛店相候，真像一家人之圈聚，其樂融融。

一

即離我人邪破詩意念。

由辯總修烏魯欺之紋。

從故作修終無哦得盤。

若由覺悟任道會奔放。

從

之恭敬，是為我輩效仿。佛母則囑明日將有重寶賜予

。上都呈獻許多的供養，以示弟子對根本上師及眷屬

有「話」到用時方恨少之感，我的破英文還好尚能應付

候，上前則，問錯、蘇、陳三位師兄譯廣東話，此時真

進來才上街購辦以應客者。

講中國近代史約二個小時，才看到上菜，原來是看客人

昂〉的〉 02)用餐，其名符其實，聽上師
拉頓飯店 (4

，未遇，明珠佛爺﹒陶旺丹增佛爺亦去了外國，灣到抬

下午向佛母辭行，離情也依依，佛母並修特別

師祖法駕速回娑婆祈禱修法，廟中的喇嘛己修法多臣，

最後賜予商波車親手做成的金剛結、甘露丸，敦殊

賜予濃縮簡捷的無上密法一冊，親自教導修持與讚諦，

法加持上師健康長壽，親自持金製長壽寶瓶加持，又

祖師廟外又增建了鬧個大摩尼輪，壯麗異常，兩年前映

商巴、法正共同親手紋加持之法像一張，亦一同賜下

越日上午十時許，也上師領導眾弟子參加祈禱

在坡璃上的法正戴蓮起像亦清娃可見。上師和弟子

。我等隨行者亦得金瓶加持與甘露丸一包。

廿九日送上師飛曼谷後，我們則到塔妙和巴丹購

點燃象徵智慧的光明燈後，一同修法。下午面見佛母
她的記憶力真是稀有，有歸率都婆(舍利塔)應放蟹

些佛堂莊嚴之物品，很慶幸的得到蓮師九大化身之湯疇

法王的衣、舍利，與蘇窩車問時期的大喇嘛之法衣、鈴

大小之參差，周圈繞著放置凡人之屍灰塔，中央則專供

。卅一日參觀了金佛寺，臥佛寺，注意其排列之格式，

，童工極為細膩。五十日我們三人返曼谷與上師會合

祥、加巴拉、大鼓、餃、施食杯、普巴杆，皆是大修行

大修行人之舍利塔或廟，有如一般眾生之聽佛然。一一另

倫
唔，E

2

1

的寶物都開示再三，直至明了為止。桌上的寶物真是珍
例如空行母的洞骨，大修行人的舍利，敦珠

、大成就者之法器，佛母亦常提及劉上師是當代甫

一日參觀泰圓唯一的「觀音佛宮」'裡面什雜擺設，屬

奇稀有

為巴最讓婪的上師，與敦珠法去無二無別。遂將歷

一一日搭乘泰航由曼谷宙飛蓋灣，此次行程即告段落

泰式的佛陀皆是單枷跌，電觀上的高僧亦是單翩跌。

托鯨乞食，努力修定，為一般世人著遍崇敬，奇怪的是

於私人之廟宇，泰圈是元始乘之國家，比丘嚴戒精禮，
-X
「愛汝甚於思口子」'此由劉

上師口中傳出以知，今得是親開証知矣。晚上佛母賜
予一頓豐富之競式晚餐，功夫之精無與倫比。
廿八臼晨，訪往達賴喇嘛四位重要隨從的格賴佛爺

。

敦珠法王曾謂劉土師

代傳承祖師的法像賜闊，並應允將重新鑫過再賜寄。

••

片發割開於本割開對
封

個眉之簡介
者。

的到銳之

西藏閻王松真剛布，於百元六四一年派遺大臣至唐

迎娶文成公吏，隨而修建大昭寺、小昭寺等，佛法初入

蓄為何?無一識者，此「密」法所以為密乎?

且以醫藥為印度五明之一，其中必有可觀，兒時僑

居香港，見印度人之在海業醫，其名第三字必為星芋，

魚貫躍下攀樹折枝，以之潔露，故皆爾自如霜，且無牙

病。及後稍加訪問，知印度醫院，於猩紅熱病，特揖其

畏、不空之樹元三大士，始將密法，從作密、行密，傳
畏。如此三者，皆非與醫方明有所關聯也。
至瑜伽密。其後渡海東至日本，名為東密;復有一部份
數年前會見一刊物，有介紹「臨兢醫學」的專欄。
融入天台祟，名為台密;此為佛入滅後約八青年頃，龍 說其發源之歷史，有如下之數麓，茲分列之。

及唐元宗閱先閱(西元七一五年)，金剛智、善無

揚歧南京，此以教外那傳著稱，亦未間有醫藥者。

心」之法門，為我國禪宗初租。如是一花開五葉，衍成
均以醫眼著名。三十餘年前赴印求法，乘坐火車，朝八
臨濟、曹湘、鴻仰、雲門、法根五申訴;復更衍成黃龍、摯地。每見路旁楊樹，則雖車行過速，亦必爭先恐後，

十八祖菩提達靡，泛海而來，傳授「不立文字，直指人

追至梁武帝普通咒年(西元五二 0 年)，西天第二

醫藥者。

宗、淨土宗、律宗、涅槃宗、此八京麗大乘者，與先後
「擁密」之稱;且開藏密中，是有「醫藥」一門。但遍
成立之俱舍、昆曇、成賞屬於小乘者立一宗，均未聞涵有 訪多年之金剛弟兄，於其中傳承之系統為何?內容之溜

大甜蜜出

後，至階牆時最為光大，以歷代帝王興隆佛教，各京之
西薇。至西元七五 0年，草草生大士應藏王赤松鶴真迎
如天台宗、一…一論泉、般若宗、華嚴宗、法相請入菇，成立宵瑪巴(紅教)，弘揚無上密法，於是有

平十年時(約部完六十七年)，佛法傳入我中華漠土而

說，似乎佛與醫藥，巴結有不解之緣。但自後漠明一帝、水

當謂佛為醫，而佛之說法度生，又有應病與藥之

藥
••

猛(龍樹)菩薩，親從全剛薩捶於南天性一之鐵塔，受密
八們激於佛陀持代之能千萬年，西擁有另一宗教、醫
法兩部大經，故稱為密宗，或名真一…喘息肘，亦未間有學
醫、
藥和天文學。首先西藏醫術在第四世紀時，由名臀比

13 一

一

醫

的一百年後赤松德真時，由優杜羅登阿布(〈旦失

一為佛教系統稱聖哲醫術'另一為眾 彙耶寺柱藏之醫理，公諸於世，捕其口傳亦巴建立。

基卡基芷若情否自己，以外，來技術予以強化，分成陶 極有關係之舒普帕亭僧傑 (mEEB4
己的。 3
也是)，將
種印度醫術系統

所周知之印度教醫街。

ω在優杜家族裡，有一個與羅登悶布聞名，且為其

密績之傳下，是從他來，而口傳亦已建立。

的
W
佛教系統，在許多劫前，起源於琉璃光藥師佛土 〈。ESDO 忌。)，發起第一一次之問藏醫師聚會。優杜是
，藥師佛會傳給理培那商芸芸 B55ω) 尊者，後在
自癡醫藥鹿史同名兩個人之較早者，間被認為是藥師佛
波羅奈傳給四類學生 師、聖哲、印度教徒，及佛教徒 之轉世。
。其後譯成藏文，獻給兢王赤松德真。有一套是蓮華生
ω在第七世紀出現舒普帕亭僧傑之轉世，的部醫藥

大土擁在最早的彙耶寺內一個花瓶形之柱子裡，在第十
一世紀彼搬出。

後人。他不但是一位大醫師，亦是一位大瑜伽師、大成

就者、及大法師，從學者甚多。其後以肉身飛到佛土。

的非佛教傳統，堅認是大梵天去將藥經永存於夫;

是他與自陀羅婆，及其他的神，從藥師佛按此傳統。

的由於第五世達賴喇嘛下令首相桑傑嘉措(的ω且是

品。主)，此寺院一直發輝其功能。

n缸
H 中)在拉薩附近建了第一座的醫學寺院嘉波理(的同

，受傳統後，降臨人

制另一位神名究吉 252)

間，並在人間成家，傳授醫衛。其子金基布 (2aAE

)流傳下來，稱為 單 哲 的 醫 術 o

、水、火、風、空、識之六大」'多為其他經教之所無

@第七世紀時，藏王松真剛布，其王妃來自尼泊爾
譯讀土文所雄，宛如楞嚴經之為房融譯出，其內容
及中土，又從此爾地得到新之醫藥;荷中土巴於早期曾 說:「阿難為摩登伽女所攝、與七處徵心之七處，及地
受印度醫藥權大之影響。即當此時，有九位來自印度、

;此等『孤本獨證』'故為梁啟超諸學者疑為「偽經」
，故續時不蔡惘然;且其文後附一圖片，且加按語謂

」等話，讀之非常難過

，雖關片極其模糊，茲仍錄之，以供參考。

「藏醫多少帶點巫術色彩。

中土、于閩、喀什米爾、伊朗、及其他遠方之醫師，會
問西穢的醫師，合著更多的醫霄，器具建設性者，可稱
為基本重要性之作，彼等更加上自己的臨床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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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W第七世紀由現一位蓮師的弟子與巖藏醫藥密績，

..••

一

••

嘗考印度學術之五明

o 佳奇故韓吉克祿，迫不，一之色特為尤

工藝、技衛、算曆之學

已工巧明
MW
囡明
••

0
O

因念印度五明，居世出世聞學衛之高峰，號稱明處

家宗旨之擊。

專心思索五乘因果妙琨之學，或表明自

MW
內明

O

。而醫方明為五明之中，更不宜以叫帶淑一術色彩』以醜
化之，軍思加以晶目前除。

年前往星洲，遇陳阿服居士，彼在當地，經營佛經
流遇。訪之則見有「四部醫典密續」請購而歸。及返港
，與黃毅英同學骨肉之，他蓋巴有此績之彩色圖片，臨街
抉擇得「藥王權城(含藥物取材)、四部醫典傳承、攝

生之道(含飲食、運動、節勞、保餐)、立一派五輪醋、

人髓的生理與病理(舍生理廿五部份、病理六十三部份
)、醫師應有之品德(食學筒、修養、細心、慈憫)、
西藏名醫、正富穴位園(含火灸、針刺、放血)。」如
是八髓，以為本(辛未)年季刊封面對底之用。

尤有過之。其詳情巳郎略作說明。茲稍述之，讀者可略

關於八圖所示之內容，其廣博、精細、詳盡，似比
一一軍樞、素聞等車漠之醫經，內經，本草等皇漠之醫籍，

15 一

一

也。

標，何不找中醫、或藏醫，以治本。此巧合也。亦可記

行，佛母詢知係服面藥，慨然歎曰:西醫之法紙是治

，以為修建佛塔佛庸之舟，時適風濕舊患劇發，不良於

有問藏醫學之閱示，即提及亦無有啦。此文脫稿荷後，
遵佛母命前往尼泊爾，領取代找之寶物，賜給之法物

銳之一京事敦珠法玉父母，凡三十餘年，從未有

語一菁、文典之學，後人聲明學(3oBB 知槌概也。

，引藥品做石礦以量大品，彩色衛且點帶 j、多醫義

論理學，後人邏輯學戶。泊中
n) 臨之

醫學、藥學、咒法之學

的醫方明

••

的聲明

••

-n)因之。

••
••

••

本會自劉銳之金剛上師創會至今已有三十八年，

9

8

7

菩提學會圖書館

嶺南學院

佛教志蓮聞書館

約在一年前，本會亦會送出該批佛學典籍給香港市

政局圖書館，並在最近亦增送出二批該等佛學書籍給市

政局園書館，以備對有興趣之佛學讀者參閱及研究。

各位讀者如對該等密京書籍有興趣者，可到以上各

大謂書館參瀾。如有任何問題，可到本會或以電話查詢

番潛鑫剛果學會
五t 五 O 八 O 八

地址:香港灣仔克街 -i 一五號展鴻大樓二于樓 A 座
電話

16 一

一

劉上師並先後在蜜北、憂中、臺南及高雄創立金剛乘
學會。

劉上師除致力於弘、法科生外，並在嘉灣創立密乘出

••

4

3

中文大學圖書館

2

1

噶竭蘊珠(香港)佛堂

澳門東亞大學

香港大學馮平山盟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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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強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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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強不才，學義皆無，承蒙師佛及各師兄錯愛，

委以單任，負責會務不知不覺巳有七年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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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此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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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大幻化輔導引浩特判
扭曲說當索靜章法概說

•.

本會法訊
鍾隸湘

去年十一一口月十一臼上師回港弘法，節目有

綠度母、亥母五層、啤嗎寧梯心要導引

之快達噴射船前往澳門，誰備第二天之呵大眉滿』講座

，到達碼頭時，澳門弟子一行六人己在久候，旋即驅車

下楊新麗華酒店，翠日早茗於京華酒樓，然後到澳門華

「

••

劉上師之『大圓滿』講得甚好，但我聽不懂。」盤中有

••

「吾現在始知佛

諦，使師能服利譯出《大幻化網導引法》及法王傳

加城玄裝寺之主持，印度佛教會之主席，單年助師皮

印度加爾各答，探訪闊別二十餘年之悟謙法帥，法師為

一月二十一日，蘇麗綿師兄與余，追隨上師前往

教之偉大。」

便答其間，使其滿意而去。問者自謂

，有數聽眾停留下來，追求問題解答，上都以善巧方

一一一、五一數人，由於不能接受，乾脆揚伴而去。講座完畢

「

僑報一一一樓之趙斑爛文化藝術館，專誠為澳門弟子閱示

敦珠法王最後祈禱文，香港隨行弟子十數人，向沾法乳

，溫故知新，對法王之祈禱文，更能深入體會。

下午二時三十分，聞始『大間滿』公開講座，歡迎

已擠滿了連一百多人，會員們忙於派送講義，並隨喜贈

社會各界人士前來聆聽，聽審法盆，小小一個藝術館，

續講『申訴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恤，及完畢後，

送金剛樂季刊及西藏密法初階，與之結緣。大部份聽眾

逢星期一至是期五，每晚七時至八時，

新課題為吋申訴喀巴修止法峙，錄自《藏密氣功》'及

逢星期四早上十時至十一時，各同學可

又講解敦珠法
o

我想了知『大圓滿』是怎麼一聞單?」某小姐云

對密宗認識不深，指著好奇之心理而來。某窮則謂

喚師瓶。

修法祈禱敦珠法玉乘願再來，以眾人之願力，遙連呼

王最後祈禱文，今年…月 2臼至五日，晚上八時，特別

守戒之重要，指導我們修行當蠶守戒

此外，上師更親自主持爾次布薩法會，簡單閉一本

機。

以自由輪流提出問題發悶，上師即席答覆，普能契

四、公開答問

，強調此二者對修行之重要。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十四、十五，闖一京之昆僻會那

王、佛學講鹿

、選華生大士、馬頭金剛及觀世音等修持簡軌。

二、儀軌開示

音、金剛躍躍、一髮母等。

一、灌頂方商 蓮華生大士、馬頭金剛、楊枝淨水觀世

••

一月十一日，佛學講座完畢後，立刻槃搭晚上九時

••

4
唔，

QU

••

••
••
••

授之儀軌，以利益眾組，功德無蠢。

露丸、語甘露丸、意甘露丸、七世甘露丸、多笠背(口 2

一)之甘露丸、敦珠法玉之貼身衣服及舍利、鹽，這

師與法師，朝夕相聚數日，一苦笑甚歡，知法師之弘 勻。苦口了3。叫了g 也早 SGDH巳 σ。是蓮師二十五大弟子之
法事業，蒸蒸日上，發臼之懷念，一掃而空。

些法寶，各取一點，放入塔內，可得加持，此外更贈送

手繪著巴金剛法照一嶼，乃法革前一世(敦珠宵巴)

一月二十五日飛抵加德滿都，千媚、詩靈間位佛女
已在酒店久候，寒隨遇後，奉上聽物，唯時已晚，以不

及上世(移喜多傑)特別加持，兩個姆指印亦明顯顯現

於法照之背頁上，上師可於灌頂時，用以加持弟子，

久擾故，匆匆離去。

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師率眾弟子一行二十人前往
祖師廟晉藹佛母，一一獻上哈達及供養後，席地而坐

或加上蠶貝，配在身上，即使槍彈，亦不能侵，如放入
塔中，更得棍大之加持力。佛母在法玉常用之皮包

中，找到了法王與劉上師企照之照片一頓，此乃…

佛母賜師宴坐，佛母以印度茶及西點招待，
師奉上南化鄉密崇山建塔、建廠分佈平甜地圈，佛母

n白

,

隨暮讚歎，甚加誇獎，雖已搜集各種放入塔內古代名貴

r

廓，把初圖繪成小圈片，然後還繪成…大幅之湯嘉，各

」師更請求佛母代繪一一禎馬頭金剛湯嘉，一
o

B'

,

九七二年，法正結浴，攝於彌敦酒店者，現諸弟子，

之重要法器，如鈴杆、手鼓、洞骨簫、普巴祥、施食法
皆欲人有一張，因飾神照一一臼張應用。土師講一本 佛
器、加巴拉、飯、大鼓;最難得者，此手鼓及溺骨簫是 母本續歷代租師傅承湯嘉一事，佛母到處搜集資料，
集，到時也喇嘛之指導而放入塔內，以增強殊勝之用。

個器以五位上師為一單元，共九棋，而極近傳承之湯嘉

同一個叫糾正行母之骨製逝而成，至於鉗及槍，可以自己搜在經典中，寺廟之舉鑫、鑫冊中，巴大致上取得一個輪
佛母暨眷屬，於二月中旬，前往印度朝聾，到時取得適

，亦加繪畫，蓋共十艙。佛母去
湯嘉

以來，劉上師第一個擁有這麼完整之租師傅承法相之

「此乃商瑪已有史

合於建塔及建廟全園，及寺內畫樑壁棟，全部寄來給
師?以便與當地建築師一商討，然後勤工。

二十七自早上，用過早餐，師率眾弟子驅車前往

另一供於華中學會。全部湯嘉完成後，派人
v

送到香港會轉交。都叉開，敦珠新寶藏前行，因漢文

供於港會

旦河山 3350) ，不一道，據去巴往印度去，因緣不其，

部份譯本欠妥，經其修改後，能否印行，佛母欣然答

2

徒歎奈何，下午再朝佛母，佛母親自贈送師身甘

攀登 (234也
3)，探訪昔日同學戚操宵波車 (ng才

••

o

以可以。前再請示摩尼頓(觀音七)之儀軌，佛母
談到蠶骨塔之問題，佛母特別強調

答應找到後寄與

各人各自祈禱、發顧。完畢後，
個叭。

前與眾人並在塔前合

，紙有聖者、成就者及大修行人之舍利，如釋迦佛、鐘
師以久違格賴遠古活佛(督於布達拉宮時，從侍達
師、敦珠法王等之舍利、貼身衣物，始能入塔，因為
賴喇嘛四大隨從之一)，登門造訪，據去往嘉灣，未獲
造種塔是供世人祈禱之用，以求世與出世福德智慧資糧 唔面，明珠佛爺﹒澄巴先生則亦他去了。下午四時，到
法正無一一無肘。佛母亦誇獎上師之弘法精神，並

同等沐恩，佛母又賜…甜相與上帥，命其獨自受用

之金鑄長壽寶瓶為師加持，使其壽命路間，眾弟子亦

祖師廟向佛母告辭，佛母以不丹皇太后所供法玉

謂宵鴻巴之前途在上師身上，佛女更謂假如她們要學

，以法王親手結之長壽締，賜配戴於身，得使延長壽

，如劉上前將來居寂，舍利亦可入塔，因其功德，與

耐用為巴之佛法，也要追隨劉師。

要念頌法正早日乘顧再來偈頌，及唱誦遙遠呼喚上

命，並賜各人一包法王做之甘露丸，又指導我們每天

弟子亦難得一道同行，如果需要祖師廟修法祈禱!可以

佛母謂劉上師這次加德滿都之行，來去匆匆，眾
隨時使用，她會打點喇嘛招呼!余則請示如何布置供

師，答應把唱好之錄音帶寄來，由都領殼練習，如是
無微不至之愛心，使我甚為感動，離情無限依依也。

o

眾人答應明天早上一起到。佛

物?答以酥油燈再也

二十九日早上七時趕到機場，端勤員工仍在怠工，

祇有一一一數人所謂依章工作，八時二十分行李檢查後，飛

母今晚特別閑心，以西礦式晚餐賜宴我等師徒，各人
快樂受舟，齒頰留香，然後告辭離去。

機要延到十四時三十分始飛曼谷，到達曼谷時，已是萬
家燈火，疲倦了一天，此時亦無心情夜譚，故提早就寢

二十八日早上九時三十分，我等到達祖師廟，集合
排隊輪流燃點酥緬燈，一一依照祖師規矩，獻上哈達、

。停留泰圈四天，匆匆遊覽公園、金佛寺、睡佛寺、四
及探訪之旅。

、面佛、及觀者佛宮，踏上歸程，結束了五十多夫之弘法

頂禮法玉，廟中之喇嘛們已經開禮修法多白，劉上
的派紅包與各喇嘛結緣，然後順序入座，由師領導我
們修法，先念百字明、獻曼謹、上師讚鎮、上師咒，然
後合頌法王最後祈禱文，修上師相應法，最後會供，

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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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供房燈外廟在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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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師上

師與印度玄裝寺悟謙法師
鍾橡湘、謊麗婦合影。

影留社蓮城加度印

、

泰教佛

囡囡宮

是獨於
元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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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時二一，以則各釋

為緬向人示間

則，故當百九響月傳寺牢

中旬分人寂印

釋全，全餘五不圓為崩成

閩、為殊之度

尊體大世年六奇日十均道

、泰南，年乃

示過眾界，年哉為二有，

是處國傳莫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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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衷，來

;十臘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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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確，徒傳於

致五八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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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日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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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者其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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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否派為

本閩南異夏錄

此

，度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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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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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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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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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夏結八
本年舉餘傅憶謂、緣日其

傳之等的

國北研故目關

也說十十釋，紀
。之年五教翻，

年，班說算
會為禪則。

不，年錄言學破漠議西釋有但

易以，第名邪地，亢迦二截
;周以八義論研西前師十至

然靈間，集，傳藏五剩餘現
此王敬均;西，會四所種在

旁七王以大域乃否四傳之，
尋年三庚唐記近受年為多印
博，十午內，年邀，基;度
引定問之典釋之諧與准雖所
，為年歲錄迦丹參上，學是傳
終佛，為四方物加述認印尚
勝生定起，志，公為藏有
於之為點闕，尚未定示歷二

折年佛，元驚有易年寂史種
衷

o

誠由釋嶺法參代之學本

辦於之此教賢顯考， 3起家同
理此年前錄蜜傳。仍蛇，年
之可。上第錄，
有〈均代
信兒更溯六，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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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統上九，僧代
異巴熙、西
有一溯百貞史三
, '-"喀藏

徵傳八七元略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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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且傳

一次非常難得的布瞳法會
陳建強

世人，漢人誤稱之為活佛)以奉侍法體外，其他所有

人士，包括佛母、仙港喬波車及兩位佛女，皆不能誼覓

。故一再提醒我們三味耶的重要性，並講連兩個故事

(一)在迦葉佛時期，有…比丘，非常精進修行，放

且很嚴戒的。然而，有一夭因不小心把供佛前的一支樹

很長很長的時間，到釋迦佛時，牠便化成入的模樣頂鱷

枝折斷，當時沒有懺悔，死便變籠，非常痛苦。經過了

法王法體舉安庸之佛塔中，而五個學會之弟子皆踴躍前

法正早日乘願再來。獻殘供後，上師便分賜「壓歲錢

嘛仍在幫忙處理供品等事。圓滿會供輪中，特別祈禱

邊，而台灣的師兄們則企於廟的另一邊。而廟內很多喇

德金側的相狀。有一次，有…施主普供全寺的喇嘛，他

本尊是大威德金剛，故他時常可以示現出多手多關大成

，他平日很精選修行，而且觀想得很清娃;又因他修的

(二)問底峽尊者亦曾經說過一個故事，有…個喇嘛

無傷大雅的!

好了!」這個故事告誡我們不要以為犯了小小的過失是

然是知道他的處境，故向他說:「等到彌勒佛時再問他

「我甚麼時候才可以恢復人身呢?」佛當

佛前，請問

時正開始，上師先向法王頂藤，而各弟子隨師登座

此次法會於臘月廿九日(八九年二月五日)晚上六

餘進行布薩。

往朝躍。上師因此特別請佛母許可，於廟中法事之

今(戊辰)年臘月之布種法會，適逢是師祖敦珠

••

我反啥，究竟有沒有犯戒及破一一一昧耶呢?若有，便應該

上師閃一水道兩個故事，便是要我們時常警惕，及自

大威德餓鬼呢!

但他卻已經聾落了，故阿底峽尊者說現在還是有造一位

即墮落餓鬼道。雖然他仍然能清楚地觀成大威德金剛，

分配這些供品時，因他一時貪念起，自己拿多一點，立

部億兩年前法玉剛示寂時，彼章即趕往法盟南部

0

之四個三眛耶清淨之「昧咕」(原擴音，義為化身或轉

，沒有協協會朝拜法體。蓋以當時除了法正生前指定

運

在法玉的廠內布薩，且能說見法麓，實是很大的幸

會後上師開…亦有關正昧耶的重要性;以謂我們能

」，以一本加持新年如意。

後，各弟子便依著戒臘就座。香港的師兄們坐於廟的一

••

戶。
呵，恥

(丙)是次法會圓滿後，廟內的喇嘛第二天告訴佛

立即發露懺悔，並且以後不要再犯，則彈便可以減輕， 難能可貴啊!
修行最要緊便是在此!無戒不能得定，無定不能生慧。

法會商滿後，五個會的會長們分別代表全體弟子們 母及廟內的住持各大喇嘛等，謂他們昨天晚上，正當我
向土師供養，並祈禱上師健康畏壽住啦，為利講一
們布薩之時，清見法玉佛塔放出無數之虹光及咒字，
切如母有惰，弘揚噶瑪巴教法於世悶。最後上師並以
不斷地充滿盤問廟宇，直到法會圓滿後才慢慢地消失。

法正留給他的鈴杆，分別加持每位弟子。
佛母聽後便謂，這樣的殊勝境界正顯示出劉上師及
此次布薩法會可說是非常非常之難得，原因有立了 眾弟子對法王之絕對崇敬心及誠信心，誰立一史顯示出

蠶所在。

種清淨純一的一一一昧耶便是構成整個呵曼陀
h難
的精神力

師生於同一時間，同一地方去作弘利事業的，因為造一

(甲)是次法會為學會成立以來，第一次五個學會的 彼此互相之間，能夠維繫著三味耶之精淨，更謂若能保
師兄弟們，分別來自七個地區(即台北、台中、台商、
持勿失，可以肯定地說將來大家都能在香拔拉國土見面
商雄、香港、澳門及馬來西亞)，聚首一鐘以共間布薩 ;而且我們還是永遠地生生世世都能夠與法王及上
，而人數有一百五十多人，可說是極二時之盛。
(乙)是次法會能夠於法玉廟內舉行，故是法王
及上師之車接加持，問時亦誰明各弟子們都有同一的

信心及願力研致。原皆是於去年十一月中時，已知灣有
而那些廟內的大喇嘛及住持亦紛紛謂，他們雖然不
關法王法體返尼之日程，及修法等薯，故香港台灣之
知道劉上師是什麼佛菩薩的化身，但有一樣事情是肯
師兄弟們皆忿不及待地使預早訂定機票。很可惜到十二
定的，這一位漢人的上師必定是一位要者而無疑。如此
月初時，收到消息謂法會可能要延期，故原前的纖票便
的說法很快地便傳遍了聲個嘉德滿都市內的藏人，故此
只好取消。到十二月中時又收到一切照原訂的時問及行 在漢瞬間己已年正月初一白，正當上師在崩內修法時，
很多的職人，喇嘛及外國人等，均向上師獻上哈達，
程進行的消息，但適時再想大批機票來前已是不可能了

。當時眾等都非常之徬鐘，東奔西跑都不得要領;由於並請求上師摸頂加持。荷鸝內的很多爾波車及大喇嘯
師兄弟們之不斷祈禱及堅法的心，幾經波折，終於能夠
，亦均稱呼上師為南波車(藏音，義為寶貝的意思)
克服了重重的困難及障礙;終於全數如願以償，道確是 ，並互相碰頭以示地位均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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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

。四周有窗，窗槍邊掛著布枉，南門邊的門口和二樓的

大街槍掛的是黃、綠、紅五色的橫征，一攘的槍上掛的

1.

慶幸，知道所親近承擎的上師是如此大功德;而能追

是深褐底上有三個自菱型組成的觀案，迎風拷曳。

弟子能親眼種見此等情景，實是多生的牆報
隨學習法婆，更是多生以來所積集的福總智慧所使然。

是一個金色的法翰，下有二鹿。法輪上的稍高處是一幅

屋頂的四角，矗立著八個金黃色的摩尼轉，東菌，

，要互相勉勵及保持與上師清淨純一的三昧耶誓句，

五彩繽紛，狀如孔舍的權樁，其上，便是一枝飄揚著的

我們應該要更加珍惜上師是真正的『寶』(南波車)
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大曼陀釋，並且為師佛健康長住性

還有的，便是由空際屋頂高處分華而下縱橫四布的

五色的旗幟，在藍天之下，顯得特別悅目。

事隔多曰，工位佛女及蘇尤宿波車，到訪上師，

小旗，和由展簣還下的各種顏色的小燈油。在白天，旗

而不斷祈禱。
還述前事，千媚並非常鑽嘆隨喜。但上飾便很謙虛地

幟撲撲飛展，既美觀又莊嚴，在晚間，燈放華采，耀人

1.

廟有三道門，分別朝向東、南、酒而聞。因為入廟

眼目，給黑夜昏迷中，帶來光明智慧與希望

說:「我倒另有想法，這才是對的。法王一定見得我
這麼笨拙，才放射光苦出來，來加持我及我的弟子的。
」千媚認為上師太謙虛。

須依順時鐘方向走，所以大門設在東方。荷西門由威猛

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回國圓圓圓闖闖闖闖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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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奕的四大天王鎮守。

入到崩裡，更是別有天地。莊嚴肅樓，令人目不暇

中間，置放了一儲約有四層樓高的塔，塔身全用黃

紹開始。

廟中的北邊，是借徒囑臣之處，現在便先從北邊介

敦珠寧波車的廟位於嘉德滿都白塔區(白OC
口工〉)，步 給，歡喜贊歎不己。
行至白塔只需三分鐘。入門口處是一幢一一一層高的水泥樓

o

予入迴然不問之感

字，從門口來看，可說非常蕃道，但一進入藩裡'一座
四層高的新型建築物隨即映入眼簾

金製造，四周般有紅藍寶石，裡面奉安的當然是寧波

車的法體。從玻璃單上去，可以清楚地看見法所戴的
從外觀看，這座廟大抵以棕色為主體，白血口為客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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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橫樑與天花的轉角相遠處，還別有工

忿怒鐘師、釋迦佛、蓮師;右邊的三尊分別是

面的，而是立體的相悶。紅色的部分，正是兩個的下去

、紅相闊的三角形。注意，紅色與藍、綠色之間不是平

一層是作綠、紅、藍的運瓣狀，第一一層則是藍、紅，祿

夫，毫不馬虎!說起來，大抵有階層，由下向上數，第

五佛冠，由於太高了，必須到一二樓的崗樓處方可一踏法 案。最難得的是
去的金身。

塔的兩邊，分別安舉了六尊巨型佛像。左邊的三尊
赤松德真、蓮師、寂護。各自安舉在巨型的佛盒裡'

分別是

••

佛盒的四周都以金木造成的花雪圍繞，莊嚴而傳神。像

而中閱相接的三角形，問藍、綠一一色的部分，則是平面

頭上的五個頭燈飾剛好相輝映

1.

廟中間橫樑向裡的部位剝控瀉千佛像，與兩黨高懸

1.

那一一一角型還是用四方型柱狀體組合而成的呢

的三角製

最且緝令入臆目的，便是東南西北牆上的「八相蓮師
有作寂靜相的，有作忿怒相的!形態生動，人物

1.

地板是用蠶石砌成，晶亮明徹，赤足走在上面，份

圈繞，彷彿就像四座羅傘。柱的南北，又分別挂了四張

黃、藍色穗帶的樣子，關處作深棕色，中間有兩條金帶

裡，由寧波車率領之下修法，祈禱敦珠法玉早臼乘願

，由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許多大喇嘛、活佛便聚集在這

在佛塔對筒，分閱東百一一邊，安放了一排排的法蹺

外乎人有種清涼泌上心來，頓然超脫之感。

驢嚼。此外廟中的東、南、西、中另有四幢長至地的羅
R

下至善的楷模。

修行人的單朵，一切一切都給我們刻下美好的印象，留

工藝，生動的形態，悅目的禮城與及大場面的修法，大

，但它莊嚴的佈置?華麗的佛盒，傅神的佛像，精美的

還座廟，雖然有一二地方還未準備好，使匆匆閱光

姆熟，內心不期然讚歎'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

再來，看到他們精勤專注的樣子，手印之優美，修法之

傘
之多了

1.

壇城四周的橫樑也挺美觀細緻呢!不是嗎?它每一

楚楚，毫不相間的園樣。真真開了眼界

七彩繽紛、備極莊嚴的壇城聞。八個壇城便是八個清清

一天花板上蓋了八個壇城，以藍色為膺，細緻地播出

1.

北謝塔處亦挂了孺幢較小的，粗略計算，便有十鐘

廟內有制枝柱，造成八角型，塗成紅色，頂處漆成

眾多，讓法細緻!顏色悅目，佈周巧妙，色彩絢爛!

」了

不停轉動的咒輸。

的前甜擺游了香、燈等八供和多式多樣的食子還有日夜

••

根橫樑，都寫上藍底金身梵文咒字，兩邊則襯以彩色聞

9ι

Q4

••

出鹽、法晶晶但總歌舞
1.

誰為驅造死神魔掌，誰抗輪迫苦難歷程?
請君亦念此情此景，諸君心中勿追悔恨
若梅太陽會放光明，君有可能幸得解脫，
顧君寬懷安閑居留。
倘不解脫就此命盒，就愛相伴心友如君，

巴珠﹒郎堅

-A少
Z卻吉汪波著

祝維翰譯

蓄積背財密汁渴舍，放手施于當能讓災。

往詢郡商乘多略只能，皆知抗禦災難方法。

指掌其他豪傑壯士，智能逆但外東為當。

無邊村落山石山后犬，中有安羽烏鴉噪鳴，

去向述問悶宣說神通，若往請問當得預言，

巍哦硝棲夭密槍頭，渴羽麻雀群祟哈一啥7

云是念誦推魔神兒，迎此在群可為誦修。

往昔深情溫存備豆，相待再無更接於茲，
畢 生企求已達終棋。

北割草地歡樂乎原，夭帝使者台口野嘿，

云有寶球呼喚目光，往請容或延頸掀唇

o

居無定處時在本穴，嗜殺身獵九時蜘妹，

o

云是召集降雨密雪，若施賄路容停寸喚。

賞心悟意高樹縈端，嘎嘎其鳴祿、很杜鵑，

云彼參禪已得定力，若往啟請容賜照扶

山頭土火以為居處，當﹒年修道大士銀鼠，

去是惡毒水神本色，若往依章容阻黑傘。

洞中樹下落紫深處，多有兌慈烏黑毒蛇，

云是烏黑華龍使徒，若往請問皆有良謀。

水井池塘低濕澤閣，說瑰瑰惡鴻皮蛤蟻，

制

往昔我單身在、稿中，心頭留有志願誓約，
此時君心尚能記否?
縱令從此竟會永剔，願韋永不背齋里誓，

向往之道及時力行，除此剩無其餘叮囑!
達陽聽後隨即答道

派作使者多方請耗，當能完成心中所求。

此番災難皆可解脫，相交就容峰蜍采多，

太陽光輝不會衰敗，臨時為當轉瞬逆境，

短暫疾苦不會長在，空中晶宮不會久留。

其怕真恰鎮靜爾心，勿恐勿恐振作精神!

哎呀何寧哎呀阿孽，總玉小蜂歌手阿孽，

••

一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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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舉，婉蟋而逝。

凶猛角冠蛇所有，驅除為當我看街。

或從高空山頂憨諧，刺耳長鳴赤渴鶴膺，
餵鼠答道

云是黑屠惡龍化身，是往請見容施計策。

云丘克妙翅鳥正佼者，向彼祈詩容施威力。
永有災害拒不能抗，永有惡紫懺不能淨，

我本專心修梓定，﹒也問金蜂訴哀惰，
說畢，棋目而咎。

為爾洞中修佛事，最彼必定無災星。

有識有謀舍峰造陽，我身寬絞得有台由，

杜鵑答道

雨雪詩夭護法神，翠，蘭杜鵑是使臣，
說畢，搖曳而立。

去留我有少台在，盡善圈謀以助念。

龍是禍根鵬能創喲，疾風針對解法多，

野驟答道

獨身警覺我野廳，上唇本是如是珠，
說疇，上啟仰夭。

積持為宮是持帶，常我指掌革其錯。

僧關問靈應如烈火，焚毀宿業如毀林，

黑屠惡龍口噓氣，無有餘計可驅除，
說畢，口吐蛛絲，網結露器。

若能聚集百蟲肉，祿災解底我能作。

貌現瑰像我蛤蟻，本是為當孽龍徒，

鶴鷹答道

水神忿起肉冠中，氣湧黃黑濃會出，

黑蛇答道

說畢，兩根瞪視著天空。

為雷根源屠夫龍，向彼請求能驅除。

蛤摸答道

答畢，各自誦經修行前去。

蜘蛛答道

麻聳群授這

如此走遍各處 請 鉤 ，

暫時凶險略無妨。

烏鴉答道

說畢，即往諦 詢 於 烏 鴉 。

如何妥善者盡百計。

末，有障礙制喘不能伏，末，有邪魔族不能解。

••

••

何況羊芥暫時災?供品系事頹殷勤。

••

••
••

說畢，、神飛雲臀嗚嗚長鳴。.

剎爪成猛如霹麓，。另或一施齊粉碎。

伏龍我是大鵬鳥，吞蛇令龜碎龍埠，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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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藏諺輯匯盼
莊晶輯

間，柄，柄.~明，可 5 剖剖，司，問足"

信，有可為，啊啊!

狗屎外襄網緻，

為了黑狗，

Titi 爽'~'貝司，告，悶，寶!

亨，呵呵氓.~'~~.~íl

臭氣一樣外散。

宛u 了白馬的眼。

為剖，可惡呵，包氓，3. 詞，聽足'1

信，到足，戶，.~叫!

賊偷獨門獨戶，

結成群的狗，

也呵，可惡呵，勻即§足，呵，建立'1

尚且，信啊，司副汽!

狼切落單兒綿羊。

咬死野龍牛。

障制，呵呵足'~司.~﹒司司尺，鼠， 5 可

骨頭，恥，瑜，罰，戶，吶!
母狗守在窩邊，

家法嚴，媳婦苦;

為足，呵呵氓，詞，柄，問足，有可峙，對「司副!

父債多，子孫苦。

縱然是自獅也須小心。

~í9:1\ 9街叫可柄'S 呵呵1

~~剖，眉立，可柄'~'~'~頁，貝克!
親如一?家人，

你山羊想出一計，

筒，剖，可惡呵，司，§呵，呵，呵!

民，也可是，同們﹒ R筒，汽雪，啊!

情向親手足。

我牧人丹增想、出九策。

信，肉食 ~~r~~' 信，對可明，鼠，只肉!
狗柏鬥，撕不破狗皮

筒，駒，剖足'~司'~'惡，話， 5 可

忠民，割肉令，穹﹒悶， qg 足，司向峙，試!
大鵬不能用網捕，

o

信，悶，為民'~~'為足，呵?啊!

穹呵，究剖只﹒閃呵，呵呵，均可呵?呵峙，如啊'~~'
猛虎不能用繩縛。

給狗取個獅子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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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每'剖蔥，司剖， 5 刻，司!

足，筒，呵， 5 呵，剖汽悶，呵，悶，門也可.，.

你大海若不怕乾酒，

也可峙，多寸啊!

已 'r 詞，司，函 '5 俐， Q'~ '1'

我持箭獵手有之十種射技
。

我魚兒何懼一死。

(與汝品喪)

問，可 5 惘，多，制 '1 司，悶，喊叫'~民"

阱，苦悶，呵，戶，惘，gr悶，閏月哨..，

萬物都喜太陽，

S' 柄 'Q~'~ 呵，間，究，函，喊副!

柄，遷，函，月3 頁 'J
蜥蜴你下谷不喝水，

鵲鳴的眼裡不一樣。

足，還可J::.' r 需剖，悶，高司，柄，苦，函，同恥!
魚兒我上岸不吃草。

阱，閃失﹒詢，割肉，們，向爽，呵?悶，司足 '1
阻你前進的是頸後的軒，

閉門，閃失，函，倒貝司'~呵，叫我，呵呵，們
阻你後退的是腿下的繩。
間，有頁，旬，詞，肉，肉可§倒!
鶴購、狐狸、貓，

司頁， 5 剖， g ﹒啥叫，汽.~悶，司足，呵呵呵
同棲一根木，

識到~'t:I刮到，呵，議，可惡呵，戶，戶，天門!
各有各的心思。

(同床異夢)

防守，起 -5 足，焉，哥哥，究，只詞，也可剖'f ",.

問剖，還可剖，戚，多，倒曳，咐剖，明明!
集會時耍的是當談，

究司氓，只司呵，瑜，多，柄，中悶，門可副!
對敵時耍的是勇敢

制戶峙，司令司，究'~哼明 '8 '1 1
學者察以往，

中悶，筍，柄，司，建哼咽 '8 呵!
男士朝前看

'

o

割肉 '1 啊，司司，詩詞，5丘 '1
連抓蟲子的本領都沒有，

5 頁 '1 策，只哥足，可恥't:I~叮叮 S '1 1
卻商量獵捕藏北野牛

O

(眼高手低)

割肉啊，呵呵，呵'~剖， 5 足，呵呵氓，柄，

同志，同事片，商叮叮
你叉角花鹿有十八種逃法

o

消失，副高足· J

黃膽病人把海蝶君成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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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呵呵，呵.~悶，可悶，哭，酬，認失'"

到哥眩 '1
瘋巔病人把當山看成葷的
。

~~呵，呵，智氓，副司悶'~剖，向!

巴掌大的冰塊土面，

~.制﹒駒，同 5 究，啦!﹒
升起七個太陽兄弟。
(見微知著)

可民割，為足，究「氓，頭役，可恐，只肉!
雪山白獅的玉囂，

向科研究﹒剖，天門﹒§悶，罵，科!
不是裁的是長的

o

可立即魚，可惡呵，啥叫，可§割!
山一廳關座三度，

為閥割，3 啊，肉，究，魚，副司氓，為啊!
若有勇氣能到頂。

(有志者事竟成)

3 氓，們氓，筍，悶， 5. 呵，咐足，函，悶 '~I
自帳簽裡捨不得煙葉火燒

罵，司悶，有，函，可穹足 '1' 5)呵，負有 1
緊急時就顧不得了。

呵，呵，同柄， 6" 1
聽聲靠耳，

貝司，柄，呵，為呵· 6" 1
靚物靠眼。

呵，向我，忌，悶，信呵，司包制，話可
懂事孩兒三句話，

".

到適可悶，向伐，芳，悶，穹呵'~包制，蕊可

有研嗎?足，惘，認可呵，函，司足，司
縫下衣服不受瘓，

善跑快為三鞭子。

呵，啊，惘，商啊，呵呵悶，有

有制，呵，剖，恥，自民'司司﹒恥，錢'~月 1

多存食物不挨餓。

不還步不能環遊四洲，

遠，有可悶，剖，司副司悶，穹科話，志可剖，針對呵!
不積水滴不能躍成大海

O

有剖，也剖，有足，月 1 司 1
衣要舍身，

啊，可想到，呵，呵呵足，柄'~t:: 'r

可亨氓，哥叫村民，向伊!

雖無權走三步，

話要陸友

8 呵，可§剖，呵呵呵，呵呵足，向悶﹒商呵!
總有權說三句

(積次防寒，積穀防饑)

O

學足，副司爽，雪，悶兒，呃，負司，有!

O

不是艙頭草，

有詞，可也剖，喝足，究，啊，可想到， RS 呵!
前行三步路，能成三件事

~t:: '可兮民.有﹒頁，只Ei'~Ei'~司，有!
而是牆基在

啊，柄，閃電片，究，柄，柄，有

~t::'~~悶，呵，呵呵，有足，向啊，函，吟可
搪塌了，紡錄兒女不住。

蹲著不動，活活餓死。

啊，戶，可足，阱，究，剖?剖，啊!

5月，戶，到巷，咱剖'~則， RS 到 1

若有一方布，問穿

口角糾紛雷諾解，

司刻，戶，可足，筒門，究，剖叭，司!

有明，駒，旬'~月，月剖，司制!
衣衫破了用線縫。

若有一口飯，同吃。

(1:t苦與共)

/

O

~'s:.t::'å)呵， gra 司，同頁，呵呵足'1

恥，柄，咱啊'~足，只呀，函，閃閃!

長刀短刀滿庫房，

錦鍛雖舊花紋在，

惘 'F 足，市呵，依峙，有剖 'ã可啊，可也可

呵呵尺，筍，有，問足，們﹒們剖，函，叭副!

敵到屋前揮木句。

英雄雖死美名存。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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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神經皮輔轟金會
主席

張寶進

像美瑤

銓隸湘
管寶瑩

陳永根

字條國

香灼磯

﹒車
日
4 掃街 黎目光

L 偉
鄭志

蔡智雲

黃毅英

劉上師

副主席

區鑑才

••

00 元馮白華捐四

-ooo0 元黃
00 元

00 元葉夢蘭捐五
00 元林志裝捕之

毅英摘四 000 元佛弟子搞一二

李保盟搞一 OOOO0 元高大添捐

佛經反哺基金捐助名單(港幣)
八日止》

高大添

呂學光

委員
黃雜宣

••

《至…月十

••

聞聽語艾臨阱，據醫

﹒來函李志，因余外遊以致遲晨，接歉。
Am
因仗幹

外出近三月也。
大函詢及可否將拙作「現代西藏語文 L譯成漢文
，連同錄者帶於漢語區激流通，以饒益有情，以此願

1.

羅桑湯登

西藏語文研究員

OOO0 元霖鴻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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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於允許。若至出版，敬母將諱，文乙冊
乃無上故 PA樂
持下是幸。脅此敬後
大安

台灣方面(台幣)
周裸生路楊有好捐助印工彭獻瑩捐一

0

兀
公司指間 OO0 元張宗壤搞一二 OO0 元林斯文摘之… zoo-

00 元張永和

00 元林振宇捐一二

金鴻磁張金賢各搞一一 OO0 元張憲晶搞一九

蔡東雄各指一五 00 元劉瑞林捐一三

0 元王慈芳許德發練晶陳立當摩千瑩懿世中林榮

-Z古巖寺洪長南賴清一段吽貢喝舉顯密精會郭先俊練

勝義各搞一 000 元黃耀賢許月勤各揖九。。一兀主赫捐八

一

九 0 元楊寶鮮張黎玲黃彥搏各捐八
00 元黃秀如捐

to

張新添吳金服郭單明聽嘉平施義墾一.其鑄德張應織各

影輝摩喜操張致違姚曉蒼龔信儒羅靄人林銘銘楊

搞二 00 元李麗娟閔樂章閔方淑貞閱蓉蓉方

謝啪啦蔥各摺六
00 元蔡建雄馬克仁張清義張永明?中心嵩

顏寶黃榮滿李雷卿劉印連廖金旺施大地強、水儒驟

0元周金陵品明華

齡張山間劉明松林玉聞張慶華廖雪蓉方太輝黃瑞

振揚林崇安強基源簫桂花典雅雯王維耀林、水昇林

o兀主俊雄摺六五。一兀鍾光和指六三

郎謝玉揖諒新來方慶肇蘇麗番黨宗志林進輝蔡政

、水一幅陳錦德萬守美姚志明鄭寶華陳雪華了天聽陳

盤一品芬韓靜雯唐金源張蔥芳張樂彰許錦華洪明傳許

OO 光許淑球陳關政鄧淑文各

搗四五 0元林秀梅設第文鄭錦富謝服一段柯智鐘柯旭

奇勳廖瑞茹陳寶芳賴文彬賴陳賞枝林月攝李籠玲

忠林當姆林義重各措五
武顏輝演發給學鄭木森周德周弘道陳春昂貴正雄

鄒慶京筒毓麟劉添萬林玲瑛周玲華趙品尊趙品森

李秀華簡金足黨眾利裝佳潭懿金蓉許素姆林瓊花

mRR
各指自 00 元任主

蔥英詹欒勝簫慶秋李足一鋸聯禧陳忠覺翁錦磁吳

張廖貴斌葉娟英林美馨張瑞呈張家睿尤佰忠蔡河源

何索真柯惠芬黃隆芳柏自學張

敬于高錦劉漢江練車巖聽淑兢兢勵真黃輝玉林昇

發各捐五 0 元

香溶方面

r平蔡
心

00 元嚴仲齊文建

00 元趙百胡

00 元許正鑫許德仁沈館

-300
元張家華捐二

TA0
元
mz
捐美金一一五一兀
龔蠶嘿

‘嚴堅捐加幣一0元

〈Hn
室里

「〉玄刊NmE 刊各指

鎮祥林秀花許偉智關艷輿各搞一

主〈「 OZEZ 各措英金二

0元

00 元賀子雲閩觀偉

軍林漢雄區玉湘許建芳張寶鐘歐陽國棟王紹文湯

練瑞珍譚女合指

陳永根揖二 OO0 元品榮光諒麗贈各捐五

(港幣)

林溉蠶黃碧霞林健陸各搞一

陳錦燒唐協發態去水蔡俊義郭經文林的雄官振閻

劉祐精呂建與張錦燥黃木川丘念慈林翠琴蘇淑芳

林漢明李坤波陳建夫陳林和婊羅肇英許鳳秀李碧緻

tA 郭安男彭晃督蔣志

一劉文鑫韓希聖李潔明劉麗枝管武治白簡單蝶淑
娟莊欒禪莊金沛曾正德黃敏

油資樣樣趙麗英王軍蘇玉華陳寅枝(高雄)為康邦
zoo兀劉錫清謝睦

為農漠馬慈霎時羅球聯邱秋滿郭澤鑫鄭松木李銘恭
謝忠華具西湖楊文一瞄劉陌桂各搞一

耀各指二五 0 元簡家恆朱文進彭吉勝潘春賢游錦文

何佳蓉陳忠誠紀麗紅陳璟元陳凱玲躁俐祕趙一峰
劉恰君殷第勤林秀玲鄧天一張、水聰談闊脊唐久寵
郭秀琴胡仰英徐力廷葉文宗譜、永英姚信安許正宜

林曉燕陳輝照當添旺簡毓彥李銘盟賴麗峰龐萬春

陳正輝柯玉燕林坤旺楊金勳李元煒張素番華抖的安親
譯輔中心黃觀珠陳建宏張千德李京甫劉靜儷劉立梅
林黨真陳折折，揚東賢典彩玲與泰廷吳豐菇五金霞
邱永定陳光華劉秀萍蔡文體呂聽奮責棠誠金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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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七 h Oc 七 .1990

Mr. Lau Yui Chi
Chairman
The Vajraya泣a Eso 七 eric Socie 七 y Hong Kong
Jf'l at A , 1$ 七 Floor ， C~in Hung Bui1ding ,
1-15 耳eard S七 ree 七， Wancha土，

HONG KONG

De ar IVf-.r.

Lau 主 ui

Chi ,

Thank you for your 1e 七七 er da七 ed ni1. 1 am sorry 七 ha七土七
ha 話 been long time since your 1e 七七 er re εched here durin~
my absence. 1 was ou 七 of s 七 ation .f o!.' offic 土8. 1 t: our for
nearly 七 hree mon 七 he.

m;y b00k
"Iví odern Tibe 七 an Language" for 七 rans 工 ating ~nto Chinese
七 oge 七her '\'iTi 七h 七he 七 apes 七 o be circu1a 七 ed 七 o thé 0hi立ese
regio泣， for 七 he benifi 七 of all sen 七 ien七 beings.
Reg 勾rding

the

permissio立 you

工 am happy 七 o give you
your aim is exce11en 七 e
send me a copy of your
土 s published

seek of

三 he permission as you asked since
工 will a 工 so be happy 土 f you could
七 rans1a 七 ed versio且 as soon as i 七

Wi 七 h bes 七 wishes ，

yo~s sincerilg

mμdL/
Los8ñg Thonden
Tibe 七 an Langua巴 e

a110布土 ng

Research Officer

e

.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and the life of Shakyamuni Buddha
. The Indian traditions of secret mantra
. The introduction of secret mantra to Tibet
. The lives. of the Great Perfection lineage-holders up to Longchen
Rabjampa
. The unbroken distant lineages of l\缸，hayoga ， Anuyoga and Atiyoga up
to the present author
. The lives of the major revealers of hidden treasures ( tertons )
. A refutation of past misconceptions aböut the Nyingma school
. A chronology of Indian and Tibetan Bùddhism including predictions
for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Tibetan literary tradition:
The second volume is an extensive reference work compiled by the
translators
containing:
. Detailed notes
. Trilingual glossaries of terms and enumerations
. A trilingual bibliography of texts
7 Sectional maps of Tibet i1lustrating the text
:Extensive indexes.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 , 000 pages of text , 95 full colour plates of
thangkas and historic places , with a further 88 line drawings of
lineage masters and deities. Both volumes are~ clothb9und with their
1
own ~ilk bookmark and measure 245mm x 155mm( 93/ /x 6 / 8 ,,). The whole
is protected by an attractve slipcase.
The two volumes , which wi1l be sold only as a pair , constitute the
most complete and exhaustive referece work of. its type available in
the West.

THE TRANSLATORS
In 1970 , Dudjom Rinpoche

authorized the translation of 七his major
work into English for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at time on ,
Gyurme Dorje , and later Matthew Ka抖扭扭，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author , devoting painstaking and continuous effort to prepare an
accurate translation. Shenpen Dawa Rinpoche ,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son of DudjomRinpoche , has described their accomplishment
as “. . .a work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practitioners ,scholars and
those generally interested in Tibetan Buddhis血"
DR GYUR1個 DORJE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Sanskrit and Oriental
Studies and a ph. D . in Tibetan from the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 London University.
DR MATTHE W KAPSTEll可 has a Ph.D. in philosophy form Brown
University , Rhode Island. He is currently teach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 South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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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History
Dudjom Rinpoche , Jigdrel Yeshe Dorje

.

“. . .the

work that communicates the highest wisdom of the
Nyingma lineage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
Shenpen Dawa Rinpoche

THE AUTHOR
We are fortunate that the Supreme Head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chose during the final years of his life to live and
work mainly in the West.
DUDJOMR的POCHE was an enlightened master ,. a discoverer of concealed
treasures and a lineage master who held all the major transmissions
of the Nyingma school. He was also a prodigious scholar whose
extraordinary clarity of mind manifested itself from his earliest
years in an ability to communicate. the profoundest teachings with a
simplicity and grace that. made his essential spirit. readily available
to all.
The Nyingma School 01 Tibetαn
Buddhism was one of several great works of encyclopaedic þroportions
that he composed.
It describes in extraordinary detail
the
accumulated wealth of the Nyingma teachings within their own
philosophical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preserving. them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a risk of them being lost.
Soon this definitive work will for the first time be available in the
West.

THE BOOK
The Nyingmα School 01 Tibetαn Buddhism will be published in two
volumes .The first conta:ins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Fundαm帥的Is and
History 01 the Nyingmα School.
The FundαmentαIs are explained in four parts:
.. Doctrines of Samsara and Nirvana
. Buddha nature according to thebuddha - bodies
. The causal vehicles of dialectics
. The resultant vehicles of secret mantra 咽 culminating in the Great
Perfection (Dzogαche叩0 ， Atiyoga).
The H istory is explained in eight sections:

C

~

1 have no hesitation in putting your requests into reality , and 1
have arranged the advertisement ( the English version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 to be published in the 46th issue of the
Vajrayayna Quarterly.
As for not being able to ask for subscriptions. 1 wish to tell you
the reason frankly. We have a number of disciples graduated for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holding doctoral and master degrees , and
some graduated förm English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We even have
scholars in our Hong Kong , Taipei , Taichung , Kaohsiung and Tainan
centres with considerable standard of Englis.h. However , many ha ve
difficulties in comprehending English works on Buddhism. As they
find it difficu1t to read English Buddhist texts , it would be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ad those concerning Annutarra yoga
Tantra since no English 也 Chinese glossaries of Tantric terms are
available.
Since this is the great work of my late Guru and it is my wish to
support. the program , 1 would like to
1. subscribe five copies and hope that they would be sent to the five
centres when published.
2. subscribe another -twenty copies to be sent to renowned university
libraries iil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 teneach ), in par七ic叫ar ，
those with Buddhist societies.
Please indicate that they are
donated by the. Vajr的rana Esoteric Societies. Your effort is much
appreciated.
Sonam

AN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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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kyi

Gyaltsan

A Letter of Invitation from Wisodm Publication
Last year , our Guru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iss Helena of Wisdom
Publication ,. asking for the support of the immense project of
publishing the important work The Nyingm 位世逆控監控 Buddhism
of H. H. Dudjom Rinpoch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was started in 1970 by Dr Gyurme Dorje
and finally reached completion twenty years later. Its final version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2000 pages of text ，的 full colour plates
of thangkas and historic places , with a further 88 line drawings of
lineage masters and deities. Many of them are rare collections of
H. H. DudjomRinpoche.
Both Volumes are clothbound with gilded edge and printed on nOIγacid
paper.
Owing to the vastness of the project , the initial1y planned budget
could not longer cover the increasing printing cost .And since , as
stated in 也e le的肘， disciples in the West know that our Guru is one
oh 七he renounced disciple of H. H . Dudjom Rinpoche , they are now
asking if the project could be a Çl vertised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y are also interested to know whether there ∞uld be orders up to
100 copies and if we can announce this publication :riews in the
Quarterly.
Now , the wisdom publication is offering a special discount of 20% and
the subscription price of US$179. The first 1000 such copies would
be allocated to sponsors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
The detail of the book is published in this issue of the Quarterly
together with the reply from our Guru to Wisdom Publication for our
readers' refe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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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venerable Ms. Helena
Y our letter has been received for a long time ,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for replying late as I was unable to make the reply in my
retreat.
The 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my
Guru , Dudjom Rinpoc'he. The translation of it into English 誨 as
mentioned by my Dharma brother Shenphen Rinpoche is “ communicating
the highest wisdom of Nyingmapa lineageinto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仕" This is of great merit and to be highly praisa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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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叫哼哼Fh柄的中持和喃呵!

l 柄吋吋零零1憫之吋慰問納悶篇稿嗎呵呵!
30.
Y E. SHES.gZHON.NU.-JNANAKUMARA-PRINCE OF GNOSIS. Master ofthe
doctrines of Maha ‘ Anu and Atiyoga , He reaJjseå the Mandala ofNangsrid Dudtsi , To release
Ambrosia from roc~ as his' sign of achievement-Homage to Yesbey Zh onnu!
嚮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30) 移喜孫奴教主

你們可忍!
d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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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醫典 」 傳承

「四部醫典 」 猶如寶貴之雪 山 獅子乳，必須擇器而注。以下勿傅
諱飾自尊、自
鼓吹噓、學鯨正途、忘恩負義、勒索財物、聽傲自滿、、 心地不善 、追求財富、阿
故擎承者，對上等，應如 ，
摩羯含寶、不以密訣吐露。又 以咒殺大、咒降冰賓、
放咒、配毒、不丹教、卦飾、善辯者，若傳以 「四部醫典 」 皆為犯戒，死下地獄
。具器弟子為尊師重道、不惜 一切、聰明好學 、、心地善良、信仰佛教、誠實正宜
，學成自成醫師，終身富裕，受人尊敬，命盡 化 虹，入藥王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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