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仇之

列 季采酬金

i譯;需
區山!

西藏名醫

日 一 初月十年未辛曆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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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六月 一 十年卡八國民華中

中央主尊五世達賴喇嘛、頂半左進帥、中央十三世途賴喇嘛、右昆處沒邪。左邊金已挂
面、雄且扮吉、恰布本欽、af結品銷。右逢佳瑪元丹貢布、角杰扎拳、年如尼書，吉、坎
銳諾布。中央下，曲多吉頓榷 。

恭敬佛像功德凡几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委撓，更勿加以
損壞 。即俠置在床
主、氣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
。
接
迦
已
根
卒
澤
程
佛
爺
問
示
廣
大
心
要
云
「一人於兩
中見小花塔，急拾革是美之
。又一人豆，以屐垢
，品他淨物;如此二
人，以此功德，其
彼與進塔人，' 一
， 者皆為企翰之 H
付給王」 。故說闖三一實之名，氣見佛像 、佛塔，皆可為成

••

可

現觀莊嚴論頌

(44) 法尊法師譯

!起電對孰汽兵有論新 R月咒訴我意可有~?f\吋
無作無分別。差別無性相 O

閩南糊糊耐飢荒!你買兩有關相柯
道相智品中。許為諸相智。

!鞠啥滋啥那r f可和可扣除穹匈中!
依真如法住。恭敬善知識。

1J柄新平均桐睛r l只則指Rqv說《共中!
尊重及承事。供養無作用。

!迂柄表明材咐啊!剖刮著天會再ff\'ar站到嗯?
及了知遍行。能示現無見 O

!哈哈守妒，多月有那時r ，得常只吋桐制精潮莉的
世間真空相。說知及現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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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縈訂

本社訂

鍾棟湘認

錯棟湘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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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教英部

﹒黃毅英剖

鍾棟湘訂

巳珠﹒都堅合參卻古汪誠招

菇晶輯羽

3

藏學專家主堯主講佛教講座盛況﹒

••

香准方面

七叫一一四九九

香港灣仔克街 -i 一五號庭為大廈一樣A 座
電話 五七五 O 八O 八

(O一己七五之中心O
三七

台灣方面

••

-4 台北市兩京東路一一一段之七八號四梭

，呵，電話

剛事青區工學路二十一號是

密乘﹒出版社

{O四)一立卅一三七九
o
.一電話
d均台商市安平路立一一四務丸。故
(O六)二一一一二三五九三二七二。O
一正
一一
'押于電話
是一高雄縣鳳山市新富路三九一號十二樣
(O七)七間七八一九O

A閃
V電話

通訊處 A口中縣大雅都搞山村永和路一一一二|四按
電話 :(O間)五六八二八七五一一六二一七九一
一O 密乘出版社
郵政劃撥 。五一一囚一一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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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密京初惜好名﹒

級三社

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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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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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引肉食者短壽及素食者長轟之例證﹒

九

7

新

本社

三月t 我爽，
又來八十

混混泣嚴論頌科

一
類

客瑪巴師佛傅乖乖就站已丈移喜教主

段金一段

正茁穴位鷗

號十一

第

肉食有中鑫甚至癌症的危臉﹒

1各朗

為*二

8

I

田二絡

封面裡

山司

記八路

封底

登九

社

封底裡

中位九學秀

黃毅英譯漢

執二常利入工會

頁頁一

H

密乘出版社書籍次第分類﹒

主主、令

﹒資料室自

給學

本會法訊﹒

O

資料室 m

南永

;fa ~p 九Iâ羊。

出世法吉嘉措歌舞的

員號第

陳美瑤叩

會二字中色

拭諺輯灌的

懿基等攝部

誌字烏
拉翁撥』電車上且正韓長長所者
事第為
業間版棧金永 O 奎臺徬鐘林黃金金
th1四蓮，
北才谷一中北求幸生苦苦 2訣別副
會 O 諒
串串、彩 2已有f J}J生賢湘安息采采

上師賠眾「大手印嚮介于記盛(一九八九年)

刊社金行級
紛在

鐘祿湘別

安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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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賢等攝扭

吾吾黎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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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一

金剛乘季刊 A口﹒訂本第四輯序﹒

刊市，皂白色 m

金 甜 乘 季 刊 合 訂 本 第四輯頭約﹒

季中贊勾皂白白

捐助本刊芳名(華幣)

期登郭豆吉尸雲戶 F l

西拭佛教容瑪派丈要﹒

在陸偷 8.zs →自 w 街
下交回口問 g 可
H 一

佛經反哺基金捐助名單﹒

必接請 SZS 古巴至 2 克

內

大殊禪師語錄蠶輯﹒

宇臼向叫色澤外

由級灑頂的證量﹒
迎春修建佛塔之法實簡記﹒

守望中

閻

純學材禱之功建﹒

波:關

捐助本刊芳名(擋幣)

助掛索西

書一港蠹闊地普傳西藏密京靜坐法

、

星吞
加港問

一色拉皮德喇嘛來華指導修建舍利塔

之一

、

任混 2書寫
何金地互交

蔓中市商草工學路二十一號八樓

。或向

(盟內助印詰利用鄧撥。一-A九
O八九
金剛乘隸誌社

樣票凡玉

刊創日十二月…十年八十六國民擊中

員曾

問

頁一聲中新佛堂閱光法會暨港華學會灌頂法會

處

o

光陰如白駒過隙，季刊第四輯又出版了，在此期中

法務

，於法務及本刊刊務，有值得敘述者，試略述之

甲

劉銳、之

也東初績之蓓一、深勝義精華o二十一日者，則修普巴金剛

法。前年歲除，各會同學，同時間獨者二十餘人，且有

從香港會前來獨關者，在此宋法時代，能於海鑫創此閉

關風氣，私心亦覺稍慰。

密宗山尚有餘地甚多，因擬修建一廟，以供奉始傳

大圓滿法耍，到達漠土之一一一位恩師 諾那呼闢克闊、

復擬修建一舍利塔，供奉古代
o

以達建成印度西藏之模式，以新圈人之耳目。

o

調為少年人之樂園、中年人之戰場，老年人之墳墓

且有死去多臣，其子孫仍未聞知。現在「老化」之人更

。及至其端，果見雙雙老伴，常對坐公園，以消永晝;

語

醫學且明，人多老壽;數十年前，胡適對美國紐約之評

此外餘地尚多，還有設立「安老院」之構想

近來

所存不多之修建塔崩富有經驗喇嘛，從錫金前來導建，

駕壺臨，並蒙代找鎮塔法寶，廟宇模型。且為邀約現在

大德之法寶，以備後學者祈禱加持。會奉敦珠佛母法

藉茲鎮攝，而盟泰民安

黃噶上師、敦珠法玉，一以紀法恩之不可忘，一一則

••

一、一建關房、廟、塔及安老中心
金剛乘學會於四元一九五二年間，在香港針立。如

於是假期七日者，閉關修那
o

多，子孫皆自食其力，無暇照顱，此一問題，為全世界

政府之所重視。故斯構想，亦我儒家「老者安之」之道

一 4 一

是推廣至臺灣之臺北、臺中、高雄、憂爾共五處。所有
會所，均為自置;蓋中、臺南，則為自建，而盡一中東已

將會旁餘地購入，一計鑫擴建 o弘化之推進蓋灣，亦已十

餘年矣。從遊諸子，按俱增進，自在意中。
修持密法，欲求強期取證'必須閉關。但香港以「
寸金尺土」著稱，欲得翻閩南靜之空間，而交通暢遂，
談何容易?關房之地既有，而經之營之;且須尋「侍關
者」，則又難上加難。故來憂創會十餘年，雖不斷尋找
盟謀，即使得地，而助緣仍待躊躇也。
近年來華南會長芸洞源，努力在鑫南之南化鄉，找

房，閉關百日，以為之倡

密崇山，略建閱房若干悶，並部署侍關者。余乃白建觀

得一地，數十萬尺，尚差強人意。遂大加整治，名之為

••

提倡，何沛書厲歷臺北市縣，詳為致察。若香港九籠，

瑛前往德盟柏林參訪，攝得相片以歸。我盟社會都極力

於是找尋資料，以資倍鏡。間歐洲最為先 -心
Y;許芳

金剛乘全集所由出版也

格者得以供奉，不至為不肖者所壟斷。師大嘉許，此

碑販如來，側然憂之，請示於師，加以公開，使有資

但其他人有得此一一部之法賞者，居為奇貨，以為

o

去年己親歷其境矣。一一俟專黃有人，即行創辦。不獨照

，內分職甜百多為貢師所授，叢譜曲多為敦師所授;而

也

顧周詐，招呼妥貼而巴。區區之意，對於居停之老者，

叢書單行本亦已至二十二鐘。時正以國內對於管制較寬

o

如是不斷出版，全集已達一一一輯

如屬佛教徒，則傳授以「拋輯」法，否亦傳以彌陀十念

鱷志述事」之謂何?遂乃發起密法反哺基金會，海會弟

，使得安穩往生。
，海有不少寺廟，對國外信徒，呼籲補充經書及課誦法
本，應之者大不乏人。因念無上密法之、法本，國內當吏
一一、密法反嗎基金會
憶苦承事責噶上師，蒙賜一一級灌頂乃至的級灌頂 缺乏，急待補充。而我敦師關懷漠地，念念不忘;「
及
o

子，當倡響應，臺灣四會隨之，詳見季刊街期不贅。發

;不共法寶訣耍，當時敬謹鈔存，立仿製巾箱小本

後承事敦珠法玉，知曾在諾那及貢噶爾飾，受高

動不久，更得貢師同學時從鐘內來信

袁世駭俗」之意，乃取設繪中有「擋一城如悶申」之語，

疇吽雄淚金耐地獄)(銳之按當時師以此譯名，有「

已拒絕，盼勿輕易受騙 -ELo
故叉須加以慎於抉擇。令

，但未得法本，無法售其奸，有求我介紹向你索取，我

「氣功』'常以『藏密氣功』宣傳，以收魚目混珠之效

「以國內盛行

法灌頂，特將耐用瑪巴(紅教)最高法要那也東初績(漢

乃用「大幻化網」之名，以令「忠于細究珠，曹雪無鑫」

七年前我師敦珠法玉蒞一瞥了攜同為頭金剛法相來

三、一為頭
AZ
剛灌頂

聞國內政策又變，變本加厲，此灰唷又復難行，為之奈
之意，表頂、喉、心三輪聖者眾多，此名較為適用。)
績之能成熟之灌頂，能解脫之導引，此中之初二一一一間似 何!
灌頂與教授，應有盡有，盡最傳授。(板一一一級教投，動

依密鼓規矩，另鋒實存。)如此完備，為漢譯前所無;

，普及灌頂。因知我師前以那也東初續傳授，主尊金

剛薩捶麗金副部，故奉一髮母一一一護法為主要護法。最近

o

私意實欲自我對始，以待後賢;但至今後起猶虛，可勝

以通移喜佛母，請將郎金藥飾、無死蓮師等巖傅勝法普

那八思巴尊者所導譯之大乘要道密集，亦無此齊備也
洽歎。其後績有開示，翻譯成帳。

5 一

一

..

傅，二尊均由蓮華生大士一觀修成後荷傳授，道帥串連花
都系統，當以馬頭金剛為主要護法。

般若乘{顯教)之大雄寶殿，釋尊居中，在為藥帥
，右為彌挖，有人問淨土、西方淨土之稱，重要可想。

佛為醫玉，說法有應病與藥之喻，五明復有醫方明

，無上密之大喇嘛，多有藥丸分贈所化。但詢以醫藥源

起，眾皆愕然。乃努力找得「四部醫典密續」以歸，分
別刊出彩色八圈，以享讀者。

委托蠹師按照儀軌輩妥。檢視之下，自咎良深，不獨不

換，年復一年，虛待而已。海會弟子於赴尼泊爾時，會

年，成效卓著，數見不鮮。我師敦珠法王以此為昆盧

者，各已超過一萬人次。學者如能持之以恆，則卻病延

靜坐法公開傳授以來，廿餘年來，香、港蓋灣之求學

立了靜坐法與止觀

稍用心，抑且讓棄責任;懺悔己，頭請佛母委託鑫師

遮那佛七支法，乃報身之始階，若祇以能健康長壽以弘

。」其重要若是

，幸留意焉。

本刊更將定慧所得效應事實證明刊出
0

四、深密空行心要前行之講出與傳授

授記所說宋法時代，為有說無修不證'釋奪早有預

6 一

惜、法相中所執持之法物，與儀軌所示不同，如是期待更

繪製;華精美幣四百元，解囊自付，以誌吾遇而已!令

受命以來，因思宿靜坐而連報身之精次，部由靜慮

揚，未免將其功能矮化，宜速改造，使循此以趨入報身

盔，更能深入藏文文藝領域，有雅俗共賞之宜。的叫期更

將「出世法雷鐘苑」刊出，雖篇脂所限，末的藏文，雖
藏劇之獨特風格，亦可略為接觸矣。

一一、刊出醫藥圖片

••

一

後從遊諸子，當得 主 要 護 法 護 持 矣 。

于務
••

始，至定慧終;即從靜而止(梵語奢摩他)而定，另從
本刊為金剛乘學會刊物，初期弘願
是將可以公開
慮而觀(梵語是緝令那)而慧。故定慧必須經止觀，亦
之無上密法，普施眾緣，乃至免費贈閱。並以法尊法師
為不可逾越之階，嘗讀解深密經，佛告慈氏臼
「慈氏
所譯之現觀茲嚴論，連同薇文原稿，分別刊於封底，使
，若諸聲閱、若諸菩薩、若諸如來，所有世筒，及出世
讀者與藏文結緣。 4期起加印押時錦華格一桑頓珠之藏諺集
間，一切善法，應知皆是此奢摩他、昆齡舍那所得之泉

一、簡介藏文文藝

乙

明

000 元李誼賓及家

社

000 元張慶華廖千雙各搞一

名

00

too-兀柯智鐘林

慈芳吳世一烈各捐六 00 元蕭慶秋葉勤書王維耀鄭錦富

許館發洪英哲金鴻國菇緝先揚東賢邱春白各捐五

元陳國政鄧淑文陳光華(高雄)劉秀萍各摘自五

殷第文 -mR
素修高錦王昌齡李正一胡僻英陳志輝柯

00 元徐玉貞柯旭武張基源紀麗

玉燕周總周弘道摩雷蓉華苗安親中心張黎玲羅珠聯
接東雄蘇新來各捐四

紅陳琮元陳凱玲陳俐拈趙一蜂謝煩良陳傳胡鄧天

一劉印連吳敬子談閻芬毆曹金菊林秀玲殷第勤陳

淑娟莊樂禪莊金沛張千德張樂彰許錦華彭晃間一一間李

一兀煒劉文鑫鼓敏主貴輝去了天聽黃棟棵蔣志湘熊

世忠林斯文許正笠陳析研方傳松鄭木森鍾橡湘玉

俊雄許淑珠黨建華周金陵林慈文許月勤張清義訴

淑芳胡汪之摺蔡纏陳錦燦蘇益進劉瑞林羅朝枝凌

00 元

克信洪明成洪添一兀劉信宏方太輝李銘恭洪閻榮陳
雅晨叢瑞郎謝玉據黨河源各搞一一一

0元

山悶悶安一邱淑磁劉明松陳龍巖陳淑腕陳貴枝(高雄)王

000 元資輯泊張志緯張乃文各捐

一一一00 元張憲昌金鴻傑無名氏林義軍邱、永定各捐一

五00 元陳話張永和各捐一一一一 00 元呂明華謝淑惠各搞

屬林振宇偉程建設各捐之

周操生周楊育芳捐助印工釋日慧捐三

台灣方面(台幣)

本;

。習無上密之行人，更以畏雞市懈怠。敦珠法玉卅
四歲時，巴智燭機先，悲心獨邊，從意巖取出之空行心

耍，先授以共、不共前行，鄭重授以四級灌頂，後授「
睡眼光明」且使到臨死時，可修拋幹而去，精衛極矣。

因急取出譯之，即成紅色單行本，亦筒噶巴之法婆也。
茲將認真以傳授，從學諸子!能有半數求學，踏實而修
習之，則不勝躊紀以祈者矣。是為序。

本

下轉第油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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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攝

、別論
「容為」之義

{簡鴻背心為古舊，為佛法傳入西藏，甚至十世紀末印

度譯師密的清那歌的之西藏佛教教派，亦稱之為前弘佛

諒尤算放辛

苦川毅其詩漢

玉赤松德真，移喜蹉嘉，昆盧清那等廿五大弟子。向是

，數世紀以來，數以百萬計之弟子仰賴蓮師為證悟之諒

，其啟示亦為修行心耍。賦與生命。

平、教理
甫瑪之特色為以九乘判教

九乘

薩迦'噶當而至格魯等，乃奉禪師領青增布(九五八|

首一一一來為顯教進琨一仰臥修「身」為主

教，或雅朱噶瑪，以別於後弘佛教，或涉瑪，如噶舉，
-O五五)以後所譯教典者。
進革?生大士

八們聲閉，∞緣覺及∞菩薩乘為拉乘與大乘所攝，而

赤松德真迎歸入薇，帥乃留誠五十五年半。遊遍全藏，

傳入西藏之蓮草生大師。也印度大堪布寂護之奏，藏王

的瑜伽密則為轉化道之始。

行密為淨化之道。
MW作密與 MW

容呆則修「諮」或鼠，一卯有外容攻下一一一部容如在

名為出離之道。

弘法修持，摧伏障礙佛法之魔怨，並加持整塊兢土，一間

《器或止一干部溶為

當七名藏人剃度。於尖蒲'師開許密咒乘之曼陀羅與臟

度班智達如啤嗎那密清等雲集與藏譯師共譯佛法，又為

運師亦建成第一所寺院大學，桑耶寺，至令不少印

使佛法加被每個誡人。器擴佛法之成就賞乃拜蓮師所賜

商瑪傳統之中心人物為超平常人，於八世紀將佛法

••

•.

的瑪哈瑜伽與 ω 阿奴瑜伽為轉化之道。

的阿的瑜伽或大圓滿為自解脫道，主要修「心」
內三一密

0

••

耐用瑪之不共密法為內一一一(
密外)瑪哈瑜伽'(內
••

一 8 一

L

••

)阿奴瑜伽'(密)闊的瑜伽或大麗滿。其中或見諸甘
O三
i

七八)於十五世紀結集之

珠(佛語)中，然耐用瑪派另有結集，即宿瑪十萬績，為
巖取者耶那宵巴三四

大固渴教授

大圓滿由文殊師利密澄分成心都(心的)，界部(

龍的)及口訣部(敏雅的)三。口訣部之精要領體，意

為心髓。領體中最著者有啤嗎那密潛之啤嗎領禮，蓮歸

之空行領體及龍欽領體。不少西藏之領體行入均能獲虹

南鴻巳密鎮總集。
內容令:一惜你
d 凹，那
光身。

由持胡來，

啤嗎那密渣及蓮師傅入。

心都與界部主要由崑盧清那傳入西藏，口訣部則由

八
WA定
W律 月
h4
4 由諸彿來，
∞表示傳承

門口口宵傳承 由上師來。

心的

此教授特指心住之法，修直入行者心之本來眉目。

瑪哈瑜伽乃由金剛乎傳與閻王澄(亦受於啤嗎那尊
者，其會於錫蘭烏拉山處於金剛乎等瑪哈瑜伽密法)。

共有廿一大績，如恭芝嘉波等。主要修四瑜伽

MW
自衛滿(無修瑜枷)

的止觀覽中琨(一味瑜伽)

叫
W觀(離戲瑜伽)

八鬥止(學…瑜枷)

再經佛挖傅與啤嗎那密清及蓮飾，用傳入西薇。
瑪哈瑜伽共有十八大績，其根本為大幻化網導引法
，於瑪哈瑜伽中有八大壇城之教授，而為教傳與巖傅共
者。

閻王澄亦於金剛薩插及啤嗎那尊者處受阿奴嗡伽法

o

而傳與大成就者咕咕那澄'再傅與生遮移喜再傳入西藏
。此中共有廿三大績，以「一切意聚經」最著

品唱n ，但
H

此教授特草無修，直入一兀始覺性而再不疑。

，及後則傳與文殊師利密澄、師利基哈、清那修多釋，

世人間首位土師，於西一兀五五年降生於郎金之權喜金闕

一囡囡一自法身佛普賢玉如來傳與報身佛金剛薩蟬，再傳與現

MW
艾運

門口總

∞室

八鬥明

共有七大績，修如下四者

再由蓮帥、啤嗎那密酒、昆盧渣那等傳入藏土。

••

9 一

••

閥的瑜伽或大圓滿，佛陀之間取究竟教授，其傳承可

k&AV

一

••

••
••

•.

敏雅的

此為提要之教授，於下座時保住。

共有不少經績而以南瑪十萬績之十七大續為主。修

甘心清界中解脫

而獲四種袂定

八鬥對是趣無畏懼
的無海之希冀

∞燕呆之希求

付山(持自另一本動)

MW
諸法平等

二者表之。嗎啥珊底為大圓滿之梵名，義為一切教法之

大圓滿於佛法中之位囂，可以瑪哈珊盾與阿的瑜伽

子，得以受之

o

大國滿中最提要者

o

接契入一，乃由心意直傳之傳承上師加持故，具信利根弟

，為超越凡常思維之心，兩住於明禮。此諸佛智心之直

之本性，其晃於消除妄執心而顯出

大圈滿與他法不共者，為非以較壘成理則，介紹心

屆滿，究竟與最後。大圓滿為最後圓滿之境地，為自身

的拉克未謀培根

W諾曼增上
叫
門口明擺成就

••

品噶義為頓超，為業幻自滅之疾速法，問必先於旦

∞決定偉之

「單間」(大圓滿藏音為「翟背」 i 譯者按)之義為

峰故。

心要與精萃，阿的義為無上，以大圓滿為各來中之最頂

五地，其他世界中，商議之笨教中亦有大圓滿。

西藏佛教上師，以修大圈滿為究竟，經載大屆滿住於十

大圓滿為南瑪不共法，並為一切教授之心耍。一切

卅日海(抬眼推遲)

(譯者按 括我中之注釋乃取台南佐擺布算放車，之「水

品與光明迫」以精充之 0)

敏雅的亦自有其淨業與前行及羅生拳法與廿一種「
心晶」觀想等，而其中又分兩途，且卻與妥噶。
且卻義為立斷，大圓滿且卻之要節為極喜金剛之「
誼擊心要三句」(椎擊正要)

一

與一切法本性之由圓滿。

八鬥直入明體本宙

10

門口於先一塊土民間一卯決信。

••

…

觸過(定中境界)

大鹿滿教授

如下之間

•.

一門口明體(無修笠)

••
••

卻修持娥熟者。於此，得回事

/

此教授可分根，道，某一一一。
一根為本心，自性與力(大悲)者三，可以明鏡表之
。力則分清一路巴及發!而以水晶或晶球表之。
道為覓，修與行而衍生大圓滿之一一一系列修法。

修且卻成就。身漸漸縮而放紅光。最後

龍背自尊者，及無垢光尊者說有一}一種

o

圓滿成就之大圓滿行人，能於死時!將物質身轉成

虹光身

→呆則為虹光身解脫與三身成就。

光蘊
的紅先身

只餘髮甲等。
ω 先組兵一 以修妥噶，將全身變成光蘊，以入於虛

以修妥噶'行者將身轉成虹光如

空，如攝喜金剛，文殊師利密泊，師利星啥。清那修多
羅及昆盧清那等是。
的虹先太遠轉身

赤松生磯汪朱等是

……一、歷史
教傳典最傳

o

爾瑪派又分長傳{教傳)與短傳(巖傅)」及有從

正定中於本尊或上 師 一 所 得 之 直 接 教 授 。
教傳乃由元始佛普賢玉如來無聞傳至于今。回婊瑰

一六四六!于七一四}於十七世紀末傅奎東藏之康傳承

。此由筒打宵巴及其弟盧珍達那嗎師利(一六五四!一

七一，叮/八)之康傳承，於種青及相尤寺中擴而充之，

遂由人聽者敦珠耐用波車刊行成四十在關。

教傳內一一一密以經、幻、心為代表，分表向奴諭伽'
瑪哈瑜伽與阿的瑜伽之心部。

自獄律法則為運師與移喜蹉嘉佛母密藏之法，於末吐

蓮師與廿五弟子示現巖取者於適當時期取出。大部份之

巖傅法乃由針剛恭初及轉楊親尊汪布結集成六十醋，名

為領青德膏，即珍貴義庫、起庫。巖庫分依於寶物之地

O

以生遮喇嘛(一 ooo--O 八 0) 及開發的大藥

心一段獄取者

南佳草葉之「持現宿笠」等。

正定中之巖取者如余託雍敦剛布之余託領體及拉生

曹」及聖者敦珠南汝車之意巖。一

AA
義者如龍背巴尊者之「七寶」'明珠多傑之「南

，恭道與普巴分之

忿修法，大圈滿教法與觀世音菩薩之績。另又一叮依噶耶

且卻亦分一二 喇嘛，翟骨與商返親斌，即上師之靜

空行處得之。

除以上一一一者，亦有一一一種特殊巖傅:由授記，灌頂與

叫起(川沙漣)及自巖取者意流開發之定義(恭聽)。

一

11

…

••

住世數世紀，以利有惰，如啤嗎那密渣，楊丹增增布，

••

傳兩派教傅，一乃為中藏之朗傳承!一為由一笛打耐用巴(

••

••
.••

o

i

九 0) 為首，數以百計之大

寵至于今，以聖者敦珠耐用波車及頂果

績之清巴昂詩(一。一二
師，致力聞發

五藝流傳，但括著名之「七寶」(曹領)及立一一輪」。

其將相承之啤嗎領體與空行領體和舍，寫成一一一「仰的」

四!九三)、佐、在上師(一一一一
-一
E七
E0
l)
-、多傑衛自

龍欽領麓，遂風行於全藏，而龍欽領體傳京之主為第一

龍青巴尊者，於其意巖中取出龍青巴奪者之握要，而成

親尊商法車為著，據稱共有一百大巖取者及一千小巖取 或「、心中心」 0
者，以「五至尊」為最馳名，那楊盧南瑪柯清(一一二
以其加持力，無垢光尊者(一七一一九 l 九八)商見
ρ(
一三四六!一四 O 五)、啤瑪宿巴(生於一四五 0)

世多笠青宵波車爵美增利相清(一七四五!一八一一一)

，開發「北巖」之歌發

其他也用瑪派之大師包括首先造甫瑪派中之大論的雲

學術

及蔣楊親尊汪布三八一一 Ol 九三)。

其他著名巖取者包括佐証上師之佛母曹母文母三
Bazl
-八
C0)
二-王

一一九八
i 八三)♂及開發蓮鄧麗傳及「噶登的雅」之抑制金

爾巴三三二三

背爵美聰拜宵瑪(一八六五!一九一工八)，堪布生嘉(

持明(一王一二，七!一O九
:一)，開發喇嘛恭道之生遮甫
中卓朱增布(一。一一 -z八
a八
l)
.，雅利班禪啤嗎汪站(
巴三五四 Ol 九六)，開發道出六種中有之詩曹恭臼
一四八七!一五四一一一)，已姐已被車(O
一O
八i 八七
籠初及中有救皮法之噶嗎爾巴，超常主秘之巧工，世壽 )，米梵窗波車(一八四八 l 一九三一)，第一一一世多笠
百二歲之康湯嘉波(二一一八五-ri
五一0) ，開發恭初

耐用瑪派教理與修持並重。本世界巴祖南波車，米梵

八七)。

一八七一!一九三七)及整者敦珠耐用波車(一九O 四

六一一一)則

的、世親之慎會論

玉、撫著丸阿克達摩真詣

一一、澆先之津經

一、釋迦彿之別解脫經

與仙落卓朱能哇結集了顯教十三大論並為注疏，此即為

i

戚朱之澤桑南波(一五八五!一六五六)，開發持研叔
執之說生南佳直美(一五九 -IMi一
c六五0) ，於定中

聞發名為生睦嘉珍廿五法之大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錯

i

(一六一七-A 一一)及與之互為師徒之笛打南巴。
\龍﹒骨巴荐者-六

至於馳名世閑之龍青巴奪者三一一一
O八

為南瑪派大圓滿中最偉大導師之~一，亦為西藏佛教文學
史上最傑惜之作者，其著作超過二百五十，惜只約有廿

12 一

-

O

r

五、提樹之大智皮論

仍有不少宵瑪寺院，如多笠青寺及塔尚寺等。

世詩川那針甫波車爵美恭增南佳所建

於青海與歌鹿地

六、月稱之入中詩

閣、現世

作者及多才之學者，著作多達四十八大函，包括「耐用瑪

授，於十台，述著其馳名關於大圈滿之論著。為一多產

於十四之早歲，已能傳授領青德曹之無餘灌頂及口

勝境啤嗎角中，他為巖取者敦珠宵己的轉世。

拙，耐用被車於一九O 四年出生於甜藏東南蓮師四大隱蔽

車(一九 O 四!八七)被一致公認為常瑪派最高精神領

藏人於一九五九年流亡海外之後，母一者數珠算汶

間)及利立嚮巴巖取者蘇尤(一八五六!一九三六)等

時期亦出生傑出巖取者如敦殊商巴三八一一一五i一九 O

之全教運動則於文化復興中致力於鞏閩南竭之教法，此

取者卓朱商也(一八二九i七 0) 「親恭朱一一一」等大師

於對上一世紀，由蔣楊親尊汪布，大針剛恭初與巖

o

弋夏天之廣首詩本

八、寂丸之入彿子汗詩
九、撫著之現觀蒞嚴論
At
無著之大朱紅嚴經論

士、撫著之…姆大來論
小官「車市善之破實法論
士一「燕善之大來無上陀聽見論

密法則以大幻化網導叭叭法，龍青臼尊者之曹頓，雅

於由競甫瑪
o

利班禪之一一一戒及敏仿笛育，盧珍法師等之教傳與巖傳經
續為主。
寺廟

只宵瑪派具出家與修行人之兩種僧伽

派有超過一、-于座寺廟，而甫瑪派傳遍整個西藏，不丹，

錫金，尼泊爾，控違克等喜瑪拉雅山霞。於中藏，以敏

歷史與宗義」之經典。由達賴喇嘛之請，又寫有「西藏

政史」一番。其著作表現了全面性之學養，個括偈頌，

時笛青爵美多傑(一笛打南巴)於一六七六年建之閔忠仿
及持明雅芝汪布於一↓八一0 年建立之多札仁楷為主，於

歷史，醫方?星相，閻明等。

投球客汰車為蓮師現世代表。為其時最大之巖取者

藏東康地，則以噶當巴德錫於一一五九年建立之噶託寺
於一六

，及大圓滿導師，為一切南瑪派傳承主，作為上輛中之

o

八五年始，第一世翠青幫波車啤嗎持明所建之翠青寺則

上師，各大西藏喇嘛均公認其擁有直接本性之最大能及

及持明恭增舒笠於一六心A五年建之柏尤寺為主

成為南瑪派最大與最具影響力寺院之一吟，詩川寺則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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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一一

加持力，而各大德亦均遺其其器前往這心意直遞之傳授
更須一提者為美盟洒藏南瑪中心，南瑪學院及南竭
。一九五八年離藏後，住於印度，及後轉居尼泊爾，而 文化中心柯的揚創始人塔尚轉世宵波車之功績，尤其致
為海外藏人心中西藏文化保存之中心入物。於不丹、錫力於出版事業。

對南瑪沛傅極其啟示大師故甘殊商波車之顱，其子轉世

斯。其傳統乃由其子及法鵑仙著商波車繼承，以滿另一

金、尼泊爾與拉達克等喜瑪拉雅山區，有數以千計之弟
法圓酒南搏都已成為南瑪西傳之焦點所在，葦寂於
子，南波車遍遊於東西方，以弘揚宵瑪教法，並於香港 一九八七年之聖者敦殊商波車已建立其最重要道場於
、美、法等地建立道場。

受﹒者頂系就尊容汶車(生於一九一
0年)，最其名

元李銘恭謝忠華各捐的

00 元王永華何胡安

方太輝楊東賢方慶肇黃瑞郎李耀州各捐五

00 元黃耀

00

佛經皮輔基金攜廟名單 (臺幣)
《寄自十一月五盟拉》

望之現存大自滿上師，亦於傳揚講嗎教法中佔重要地位 啤嗎汪咕商波車會邀聽者敦珠宵波車與聖者頂果親尊
，不倦地周遊於不丹、尼泊爾、印度及西方，教授數以 宵波車往博都為其弟子傅三年閉關法，他已在為常鴻喇
千計之弟子，其即為全教運動上師，啤嗎那密濯與赤松 嘛年串門一代之表表者。
德真閑時化身，南瑪派傅播中流，一九五九年於錫金示
寂之蔣揚親尊卓朱羅爵之主要弟子，其法鹿乃嘉德滿都
之詩川聽儀打幾宵寺。

多笠音容族車(生於一九二七年)為龍欽領體之傳
承上師，於錫金間託?不丹及美圓麻省設有道場。
於東方，諾大師仍致力聞揚嚮鴻教法，如著名大圓

德捐五 0 元

林昭明正金霞楊基業林惠美各指一

滿上師譯曹南波車?其法座於大古嶺及尼泊爾;閱忠時
劉炳雄各搞一…00元陳澄如蘇新來謝碧芬各捐二
主持闋的遮青宵波車，住於笛拉頓;貝羅伯用波車，主持
OO 光施金鑰黃榮賢謝月乃李坤波陳玉村
南印拜刺古貝之一精進道場而為南瑪派弘揚作出貢獻;
朱式寫波車，甚受敬重之主要寫瑪上飾現住於尼泊爾;
第七世詩川那針嚮汝車;第七世翟青幫波車及楚宵禱波
車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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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說法，則是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宮此經不

脊料安
師越之建川人，依越州大車 A道u
智和出長具

抄本以色見我，以發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

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焉。僧無對，師少頃又問

om

經去

初玄江宙今為扭，祖用來此何

及戒，法號是海
事?曰:求彿法。祖曰:自家實敲一本額，她家散

曰:即今用我各自沌，一切具足，何假外束。師會

。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崖，卻不識如泉。其僧再聽拜

去。師曰:從泉、本樁，說什麼卻迷。僧曰:請禪師為說

步作什路?師進禮拜開門那他是是海自家實策?祖 見如泉。大籠且道，阿那個是如泉?曰:某甲到此卻迷
下大嗨，說自本吟，來由知覺，進程謝飾，師甘于

o

師﹒曰:本

o

卸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

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

曰:是、是諸法如義。持曰:大德咬定亦末，是
o曰:經文

，願垂聞法。師曰:如泉者，是諸法如義，付得忘卻?
J;接芷若吋

六載。

禪賠本來是款外別悸，來立大部

危彿一聲，漱曰:一日』之傳說。那此禪師於諸苓

石如苓?曰:如
賄，雄演機鋒~，但川恥經津論為依蟻，且川仇深入顯

出崩未;且一卅一前卷，均為彿教泛應看之共識，故 …一o飾﹒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乃嘆云:此上人
者，難為酬對

立一學者，戒定是也 o間

其

良久卻間，如何得大涅槃?何曰:不造

選輯川趴棋譜存。

生死索。對曰:如何是生死業?何曰:求大涅蔡，是生

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

脫對治門，是生死索。曰:去何得解脫?師曰:本色無

死索。捨垢取淨，是生死賞。有得有聾，是生死索。不

o

(一)金剛經是誰說

師說何法度

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
o

有法師數人來講曰:擬伸一間，師還對否?何曰:
沫譚月影，任意揭摩

，非佛而諱。眾皆莊然，良久，其僧叉開

(二)一一一學
問:何者是三學?答

15 一

••

義 -何
X ?答:清淨無象是戒。知心不動，對境寂然，是

••

一

••

人?師曰:會迢來，曾有一法友人。曰:驛師家法如此。 尚者，實為希有，體謝而去。

如來
tze

••

••

師﹒卻閥門曰:大德說何法友人?曰:講金剛般若經o帥，曰
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白

••

:講幾座泉?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丘克阿誰說?僧
抗聲臼

••

「一

定。如心不動時，不生不動想;如心清淨時，不生清淨法睬。無見無無丸，名為佛睬。

方廣經云

想;乃至善惡皆能分別，於中無誨，待會在者，'是名為
(六)大業最上一架
慧也 o
問:大乘殼上乘，其義去何?答:大乘者，是菩薩采。
(三)五身
最上乘者，是佛乘。又問 何修而得此乘?答:修菩薩
五種法身，一、實相法身，一一、功 乘者，即是大乘。接菩薩乘，史不起觀，至無修處，湛
問

德法身， -2
、法性法身，四、熔化法身，五、虛空怯身

涅槃云『定多慧少，不離無明，走少慧多，增

(t) 定慧等舟

然常寂，不增不滅，名最上乘，即是佛乘﹒也o
間

長邪見，定慧等故，即名解脫。』其義如何?答:持一

。於自己身仰者是?答:知心不壤，是實相法身。如心
令其象，是功德法身。如心無心，是法性法身o隨報應
說，是應化法身。如心無形不可待，是虛空法身。若了

••

汝何所符?何

(八)當語道斬、心行處誠

不陵所燕，是定;即是定慧等用﹒也o

此義者!即如無詮也。無符無設者，即是接佛法拉法身，
切善惡，悉能分別，是慧。於所分別之處，不起愛惜，
合科弗闊天女曰
••

若有挂有符，以為設者!即邪見增上使人也，名為外道
。何以故?誰摩經云

問

v四
()等覺與妙覺

言，故云言語追斷。心行處滅，請符義實際，史不起觀

••

名如如也。是如進去佛，行此行亦符成造;現在佛，行

問:如如者去何?答:如，如是不動義，心真如故，

(九)如如

性空故，即義緣供絕，其緣俱純者，即是心行處滅。

-E何是等覺?-E何是妙覺?答 ，不起觀故，即是扣耕生;以無生故，即一切色性堂，色

見色清淨，名為肉睬。見

名為等覺。-一性空故，名為妙覺。又云

r

經去等覺妙覺

即色即空

如來五眼者何?答

(五)五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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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發辨?乃符如是 o夭，有答曰:我無得無盤，乃得如是
問 經去 言語道獸，心行滅處，其義如何?答:
，若有待有督，即於佛法中，為增上使人也o
以言顯義，得義言絕，義即是空，空即是道，進即是絕

••

無覺無無覺，名為抄覺也。
間

••

••

一

••

••

••
••

體清淨 1名為夭緣。於詩色境，乃至善惡，悉能徽細分
此行亦得成道;未 求佛，有此行亦符成道;三世所修接
之，無所熱啃著，於中也在，名為意味。見無所見!名為 進無異，故名如如也 o雄摩經云 詩佛、亦如也，至於彌

••

••

勒佛亦如也'。乃至于切采生，悉皆如也
(十)受佛戒

菩薩戒去

何以故?為

o

眾生受佛戒，那入諸佛位，位向大

佛性不斷，有性故也。
問

覺白，真是諸佛子。其義去何?答:佛戒者，清淨心是
名受佛戒

3

迫去諸佛，皆修清淨無受行，特成佛述。若今有人

o

也。若有人發心修行清淨行，得無所受心者
也
，發心修無受清淨行者，即典詩佛功德等用無有兵也。

:-何
E是

於外不染色聲等，於內不起妄念心，得如

是畢竟證?答:無證無無語，是名畢竟贅。問
無無證?答

丘克者，即名為發o持接之時，不作符證想，即名無發屯

汝疑那偈

。得比無替之時，亦不得作無證想，是名無贅。即，名無
無發﹒也。

o

何曰:這即進境是，不悟永妥

即心那佛，那個是佛?何云

(十四)部心郎佛
有行者問

不是佛，指出淆。無對
疏。

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

(十五)消業障

見性人，永存消滅。若見性人，如日敗露會;又見性人

云何得住正法?何曰:求位正法者是邪

，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師曰:不

有行者問

(十六)住正法與作佛

，猶如對見。

似火。曰:云何知業障盡?師曰:現前心述，前被生事

，猶如積草等須摘山，只用一星之一火，紫偉如卒，智慧

一

(十一)嘗不雖佛

今闊無為法

去何是常不離佛?答:心無起滅，對境寂然，

問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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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入詩佛但也。
間

有為是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

，無從衍生。若論真無為者，即不取有鳥，亦不取無為
，是真無為法也。何以故?經云

問

(十一一一)總證姆總證
修造者以何為證?答:學竟證鳥語。問:去何
••

無差別。臼

••

度眾住

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台無縛
(十t)

，不用求解。

••

…

一切時中，畢竟空寂，即是嘗不離佛。

(十二)提為法
問:何者是無為法?答

••

，接取非法相，即若我人;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

••

••

，閣何答有為是。答:有因無立，無因有顯，本不立看

••

••

••

••
••

••

，即是取真法也。紗布了此程，即真解脫，即會不二法門 用捨采生心，但其、污、溶合性。組云心佛及乘生，是立一
。

問

般若經云:皮九類眾生，皆入無餘涅槃
又一去

o

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

級灌唷娟的證

資料室

本來灌頂的接受，為密法應守之秘密

，絕對不許父詞。但現在國內暢銷之佛教雜誌，

鈍之接

。何曰:九類采生，一身具足，隨造隨丸。是故無明為

加以流布，國內學人早已符快先睹。為香落、臺

說皆去實度眾生，而不取眾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為說
卵生，煩惱包程為胎﹒律
7 受水泛潤為還生，傍起煩惱為
o

灣、及圈外同學，難得見妒。坎特從本資料室收

悟即是佛，迷我采生

o

義後，略加修飾，佈於本刊。歸結文如下

菩薩只以

化生，餘類類比應如

念合心為采生，若了念念，心體供堂，名為皮，眾生也
o
智者於合本際上，皮於永彤，求形既堂，即如皆無﹒眾生

到修持的要訣的。上師交付傳承，及傳法，均須通過灌
『外力激發恥，所以章說非常

-何
E得見性?何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

(十九)修行

o

。瓶灌內又包括身、語、意一一一種一灌
ω頂
以寶瓶置弟子

初灌稱瓶灌，屬於身灌，使弟子成為叫租車瓶身寶峙

修持次第四個不同的階段。

如何是修行?師曰:但其汙按合性，即是修行

密宗灌頂分四級，表示

(十八)晃性

集體，而尊於凹皈依之首。沒有上師的傳承，是無法得

密京特別性重於師承傳授，且把上師親為主賞的總

••

頂儀式，以表示法的繼承;問時亦是對弟子們進行一種

存減友者。

問

問

。其會欺誰，即是修行。大用說前，即是無等等法身。
(二十)法身
問:何者是法身，何曰:心是法身，請能生罵法故

，我法界之身。起信論云 所言法者，謂采生心，即依
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二十二般若之大小

人問般若大否?何曰:大。曰:幾許大?何曰:無
邊際。曰:般若小否?僻曰:小。曰:幾許小?師曰:
看不見。臼:何處是?何曰:何處不是?

o

第二級灌頂稱密灌，經過道級灌頂的行者，可修國

穢的關發

行者，可修生起次第及各種事業法，從心理上完成如來

加持，而與之三密相應，成一一一金剛。經過這一一一種灌頂的

胸，使於胸悶成一『吽』字之意密。由此得本零三密之

，使於喉間成一呵悶 h字之語密。 ω 以本尊法相蠶弟子

頂，使於頂上成一『嗡』字之身密。 ω 以念珠種弟子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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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

••

此時具有

o

1一種功效

ω使人身體的五煩惱服

滿次第內的六法，特別是氣脈明點，在生理土完成如來
藏的開發

得調治，而關顯本來具足金剛身脈。 ω使人身體的事業

氣得鵑治，而顯本來具足的智慧氣。ω使人身體間受黨
習而污染的明點得調怡，成為本來具足名符其實的離戲
胡點。

攝助本科勢名土接第

謝志偉許旁聽張美智郭丹攝張鍛鍊麗燕張炎元張

力文劉漢江湯曉惠林哲用宋聽棲閱蓉蓉陳怡君簡

家恆李智哪臨大地一黨影輝陳錦德林秀梅葉文宗-幫

7賀

、水美林、水一瞄彭官勝.張致建游錦文游聽聽何佳攀高

志中一劉德欽顏輝演凌懿珍摺毓麟陳建宏劉麗枝郭

人支+郭高位簡毓彥洪銘躍陳勝義陳輝照李潔明陳

啟明陳春民賀耀德何沛單間接、水明鍾光和主赫黃正

家源屈玲華趙品尊趙品森趙祟溪柯萬成簡文添林

當李東南林美馨林恆宏自靚豐林月鳳張家睿張
第一一一級灌頂稱慧灌，使智慧氣入中脈，衛擊智慧立明

點，依次聞發行者的六個脈輪土八輪在行者密、擠、心

騙謝忠華駱玉秀與西湖王金蠶各搞一

00 元劉祐精器鴻

-A0
元蕭稚

-00元劉錫清

強黨文躍張錦旗陳來能楊覽群朱柏超張立成馬文

雄師們素真馬克仁相惠芬烏蘇翼為康邦為康漢也潘忠

λ喉切、頂、頂睡一回六處。行者的特異功能顯現為大力無窮

，柔軟光滑!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足捷身輕，飛行自
在，舉體透明)各色光燄，不為人昆等等不一。這一灌

立德
頂在無主密獄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各派祖師都有劉論
著叫到靜儀林素真林坤旺楊金動各搞一

曦各捐五 0 元

方明井林清德官振圈蔡振奮各搞一

韶蔥庭林敏龍蕭梅香張邱靜美郭淑慎黃秉坤李坤波

黃秀如黃蜂芳邱秋滿目建與陳清忠陳立德一質詢淨

保管部慶京郭安南林翠琴施昭爪子張羅盤英林秀英

瑞是許日方瑛李權玲唐金源朧萬春韓希聖一陳旻呈李

靜雯練結珍謝韓耀盧東火沈玲燕搏邦武翁崇賠張

萬林玲瑛沈郭糞代賴仲蓋蕭澤郎張素番曾正德韓

一亢鄧安婷諒錦玉許淑慧黃文政殷第遠與周劫劉添

錦娥姚蹺蒼劉英麟給力娃賴鈺嬌林銘銘糞針鄧萍

信安林麗珠張永儒鍾聯聽了建智唐槃勝潘石著翁

平間榮章聞方淑貞鏽桂花簡聰智唐久罷郭秀琴姚

。格魯派(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一一一一五七!一間璇蠶稚燕爾稚穎玉麗娟柯昆祖揚顏演蝶蠶華方志
因此這一灌頂的條件亦
JO

一九年)認為由此生起叫樂空』、呵成為修第四(即第
四級灌頂)光明次第之法器』

0需
.鴻派稱大圓滿灌頂，

非常嚴格，行者必須在第一一級灌頂中修持有成就的證蠱
，方能予以正式灌頂。"

第四級灌頂，為勝義灌頂

噶舉派稱大手印灌頂，格魯臼稱名詞灌頭。連一灌頂可
以說是修心的層次，叢由初灌至 1一灌，巴依次聞發行者

本具的如來藏，其所仍要經繞的層層障礙一一清去，而
如來嚴本身仍其本叢微細障!則經造一級灌頂的修習一吋
清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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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奉修建佛塔之法寶簡記

陳美瑤

一台灣金剛乘學會同人，在台商南化鄉山買地十公頃
另外佛母還派人問出，搜集各種自大修行人用過
!修建關房數十問 o 銳之上師因擬於此修建舍利塔及
之法器，計有
祖師廟以為莊嚴，乃國請敦珠佛母指示修建之規格，
抖鑼錶
∞施合法器

及所安奉之法物，提得復示己代搜集法簣，飾即前往春 卅日錚杆
迎。

份子鼓及滴骨驚:此手鼓、加巴拉及洞骨簫均為問一空

20 一

今年元月，與眾師兄髓師前往尼泊爾揭見佛母
的加巴拉
。對台商密泉山修建之佛塔及獻，表示極為嘉許及支持 的山替也許
，且謂曰:現在法玉之寶物盒中，將各種殊勝法物取

行母之骨所遇。原收藏者擺不顧意出

佛女表示，現在此等殊勝古舊之法器，非常難找。

非常指歉。

另有一大鼓，是新的，因古物難求，為此佛母認為

加以供舉，要將原物煜凹給他。

攘，但條件為法器不能再轉讓，若不

器，於他亦有莫大功德，始得顧意出

奉在佛塔內，加持眾生，他出讓此法

嚷，後不斷遊說之，以拉法器將會供

出，以加強加持力，弟子有宰，躬逢其會，得沾法傘，
茲將交下法賀龍錄如下:
的身甘露丸。

∞諮甘露丸。
的意甘露丸。

MWL
世1
甘露丸|此丸服後，可得大加持力，七世不聽落

o

一一一聽趣，千媚及詩靈兩佛女說她倆均服了作保險。以
上各甘露俱為敦珠法正親製

〉ZD410Z
口的〈〉「0
由) 蓮帥一一
的多笠奇古召口可nImZ42

。搜集這一些法器，往往需要佛母出面遊說，說明法器

r

-

•.

十五大弟子之一，備有神通做之甘露丸i多笠青曾遇 一般收藏者，皆不願意出議，而出讓價錢亦甚高。因為
遊世界三次，搜集地中之寶貴原素，以做此甘露丸。 非常殊勝，故法器之來諒，及收藏者之德行，亦要清楚

用

的毅珠法玉之貼身衣服、合剎及盤。

刻，

o

上師以為若不是佛母大力支持，如此齊全

將來之殊勝用途。很多收藏者，都是礙於佛母之情面
而出讓

殊勝法簣，實在很難搜集到。

佛母閱示，此等法器，在放入塔前，須妥為保管，
避免一般人接觸，恐其守戒不淨，或其過去生之惡業，
影響法器之加持力。

o

持，上師非常歡喜，謂將來佛廟達成後，一定邀請
佛母闊府到台一遊

上師亦告與佛母將來在佛廟旁，建安老院，傳佛
法與老人，佛母大表嘉許。

執譯為文時，知道自則已寄達上師，而助建鸝之

喇嘛，亦已物色到，正在辦租來香港之手續。在佛母

444IVF/j

鍾緣湘

τt

命

一一擺設這讓這SEE----EE---m這話一一==一一莖…-EE撥單-=EE--

漠地眾弟子之牆。

此外，塔中亦須放有劍及槍，為鎮壓舟，敦珠法
大力支持及上前費心轉割下，不久將來，我們可以在
玉之法塔下亦有此物、密宗書籍及一些經文，前一一一者由 漠地有一所完全符合西藏密宗規格之塔及獻。還是我們
上前跳選，而經文則助建庸之喇嘛會作出抉擇。
佛母又問示，西擁與漢族不

佛母正在物色一位懂得建造密宗塔及廟，與安舉規
o

4

，

仔，有
J
r 法
人以
戶
EF
刀品已
4口
7)
呵，
dhZJbJ

銳之上前以蔡洞源師兄之努力，購置鑫南南化鄉山

地十餘公頃，興建歸房數十間，以為閉關潛修之用。旋

覺餘地尚多，計制部興建一廟，以供奉諾那呼國克盟、

貢噶祖師、敦珠法玉，一一一位初傳大國滿法入漠士，皆

存、及代找尋歷代祖師所遺法物交下(見前頁練美瑤

師兄文)，並從錫金約聘得色拉皮德商波車來窘，主持

nd

矩之喇嘛前在台灣助建

同，只有喇嘛及如上師般之大修行人之舍利，方可入

塔，國塔乃供世人祈求加持用者，普通人之骨灰，不能
放入塔內，以會影響佛塔之加持力。一般人之骨灰塔可
以建在佛塔周齒。最好佛塔外有寬敞的地方，作為花園
或休憩的地方，設有座位，供人祈禱，另有短攔蜀繞。

子，略述該庸之建造過程及分佈'乃至廟內所供之諸佛

菩薩及崩之莊嚴。佛母將與佛女往印度朝車，會把顧之
間則帶回，並會將原來認為不理想之處，在盟則上說明
，使按之建造一所更為完美之廟，得佛母如此大力支

壓刀兵、饑鐘、瘟疫諸災劫，請得佛母賜以法玉所

所建之廟，一…一層高，表法、報、化一一一身，並交付丁為
小吾
冊師之恩師，且會訪得印度拉達克有供奉諦洛巴、
那諾包、密勒日巴三歸之廟，仿而行之 o復以建塔能鎮

至於佛廟，佛母表示，敦珠法玉在印度噶林邦

.

o

」及至果是才高學康，塔之層級，隱酒一二

指導修建，曾一本以「現存能懂修塔者，不過二人，彼乃
其中之一也

眾人，氣見塔形，或閱鐸莓，或閱兵名，或者其彩

，罪偉悉滅，所求如意。現世安瓏，彼生極攏。(
下略)」

措助本特拉力名
香落方面(注幣)

社

十七助道品之功能，並不簡單(參讀本刊四十一期黃毅

『

本

英文屬所示)，且其工作認真，努力負責。至於搜集法

物，與春獻供物，港鑫五問學會向人，亦群策群力，合
作集中，~應有盡有矣。南波車嘗中一
一
「口
若有人禮拜供養
1.
若有亡者，在此附

OP

統文良搞一 000 元諒麗贈陳建德朱啟源柯小泳朱贊

，右繞此塔，凡所祈顧，無不如顧
近，而精魂所繫，常伴塔旁;則其後人，安樂頓遂，廣

'

毓鎮潛玟諾各捐

0元

-00元黃子蠶豆主〈

張錦泉眉潤平各捐五

美國方面(美金)
潛聾球捐五 0 元

-A
O一
丹麥鴻霖搞二
捐a
一一

加拿大方面(加幣)
羅啟安王祿犧

0元

cnEZ

ECZD

國棟林賢賢王志光葉體崑林有鶴德淑真陳玉萍林位
鄭偉棄一

葉寶螢各捐一 -00
元文建軍嚴仲齊林漢雄許健芳歐陽一

0一
0一
元林秀花〈的
林「〉謊言。NnZHZ靜、水鴻各捐…

00 元陳努莉陳耀

成各措五 00 元梁德崇劉新和各捐四

茲復將唐不空一一一藏所譯之寶儘印陀羅尼經，節錄於

如經一一一
一
其月
殊勝可想。
o」
後

隨力所搏，大如巷雄主南回指詐，壹百寫神咒

y

「(上略);若夜有人，為種善根，隨分造塔，或泥
或磚

，安置其中 o持以香花，禮拜供養，以其咒力，及
一…信心故'，胡小塔中，出大香雪，香氣雲丸，周過法
界，黨報晃線，庭作佛事。若人求箱，至其塔所，
一花一香!禮拜供養，右繞行進;由是功德，官位
帶雄!不求台豆。壽命宮饒，不祈台增。怨家盜賊
，不討自敗。疫為邪氣，不被告逛。贊男姜女!不

九禱告生。一切所顧，任意識足。若有鳥雀、鳩、鴿

、蚊、拉、氓、樓、之類，暫一來塔影，及踏場卒，

A

誰破惑撐，覺悟無明，忽入佛家，恣領法財。況有

、

•.

法坐靜宗密藏西屆七十四第灣臺屆十五第港香

M
N

臺來嘛喇德度拉色
已

法轅安持加法修於師
頂 j薑緣結按自滿團會
;ý

往前子弟率親師
接迎埸機際國雄高

安肉塔持主啼喇

會法持加物寶臟

一

24

一

塔利舍建修導拉

持加法修地之在所佐塔
只d

nt

會法光開堂佛新中臺

堂一濟濟頂灌董傘自大受會港

頂灌梯寧喝啤會中畫

頂灌級二母玄會中臺
qLFU

聽學專家主黨黨講

佛教講座盛混(一九八九年)
由王堯教授主講之佛學講瘟共分兩會舉行首會定

灌頂之神秘部份

瓶灌

••

源流及活佛制度。

用水灌，以水灑滅一一一障(

當沙仲學
l

密宗實為象徵主義之宗教 例如以火熄忿怒之火，

I

於十二月二臼'次會在十三丹十六日。前後兩會均一
於一
學一番如火)。密i解
灌 袂我慢?使明世人所得各物都是
會舉行!參加人數約共三百人。
眾住恩惠所給o盤一心灌
解決食欲、痛苦的根源。名詞灌
首會之講題為擁傳佛教基本特色。次會為密教各(派
四灌)i口耳傳授之密法。

••

••

台灣方面(台幣)

靈中金剛乘學會搞一 too0 元駱玉美捐之

鑫

陳貴枝(高雄)馬克仁宇柯惠芬邱秋滿張錦摸林振亨各

捐 -oo0元謝玉採‘方慶肇何明安張世晶駱玉秀裊

茁湖張黎玲林翠琴賀正雄一何一索真許月勤各捐五

OO 先

OO0 元陳英珠

努

如此。

-00 元

坤被許棍球黃耀德張明仁蔡建華陳錦燦施照子各捐

-奮搞一五 0 元林昭明方明并高舉雄主金蠶蔡河源李

活佛是從再生者中找出數位優秀、聰明、五官端李
正銘恭訴新來黃秀如黃耀賢各措四
00 元李躍州黃瑞
之輩輩(女童不找)內，以金瓶摯籤辦法抽出一位郎
，許經
德發郭淑慎、黨東雄林敏龍黃彥搏各捐一一
元
-00
城方太輝攝東賢謝忠華陳雅晨各捐，二
00 元器振
嚴格經學和道德訓練才能成。達賴、班禪及各大活方
佛慶皆

故對生前肉體不太重稅。

λ認為入死亡後，啃著生前所作業力之
牽得引
來生，
1再

漢人對死亡之恐懼感，從秦始皇欲求長生可見。藏

才了悟無常方是正常。

演講開始時，正教授先向上師像及諸佛菩薩頂以
禮短一令我慢之見，以鈴及拌代表智慧，以噶巴拉(顱瓶
，其得體有驢，堪為後輩範O下為演講部份節錄
)代表愚癡嚀。其與顯宗追求之目標並無差別，不過所
三毒貪瞋癡以布肺、安忍、智慧對泊。
走之路不同而已。
密咒(佛如六字大明)是用最嚮單語言表達最複雜
露自眾"鵲
之哲學思想，+且要為持咒者所求及所願各有不同。
漢入缺乏無常觀念，每誤有常為主常。佛教傅入後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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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酪引肉食者鐘書及素食者長壽Z關證

鐘棟湘

」中所附的「高僧生卒年表」'通他補充的共五七一人

的輔佐條件呢。原文引用梁庭燦著「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是在於禪定與修佛法，但素食也是怯病延年的一個重大

教協會出版的(法音)雜誌上;當然長壽的主要國素，

左傳所說「肉食者鄙」，不過是意存譏諷，且不依 寫了一篇題為「佛法與長謹芒，載在一九八一一年中國佛
邏輯之比量高霄，不足援為定論。

頃讀香港某報酬刊所引「新時代的飲食」卷-7.
關
吋吭肉有什麼危險?

於肉食者短番以其《中毒》與《癌症》之故。
原文云

以上的一間二人，七十歲以上的三六一人，占

，其中百歲以上十二人，九十歲以上四十二人，八十歲

I 爾
很快裘舟，平均壽命只有二十七年半。黨聯東部的 吉

六十五歲以上的閻王三人，古

愛斯基摩人幾乎全部也肉，牽動物脂肪伴生，他們
宮騎氏族也是主要食肉，那些族人很早熟，也很平死，

僧所以長壽，絕不是由于生活優緒。他引証了長壽高僧

-3晨
. ，作者指出造峰高

3. 試，

平均壽命是四十裁。

氏族，了解當此人的健康、體力、精神活力、壽命，他

王，與生活淡泊艱苦監生死於度外的高僧相比，其結果

以上

所占百分比，與長壽帝王所占百分比相較，要超過十倍

們研究的氏族包括巴基斯扭的亨陸新族、墨西哥原居氏

如此懸殊。以酒方工業國家來說，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所

相反，人類學家實地考察研究進全球各也不也肉的

與此未族、美洲晶南部的原居土人等，發現這些部族活

在百分比，最高為

o

相差仍甚遠。叭制

5.晨，比起中盟高僧所占品﹒晨，

享受最高物質生活，千方百針追求長生不死的一帝

上一 -0歲，而仍然精力充沛、身體壯健者司空見慣。

全球健康統計數字不斷顯示，咆肉最多的閻家氏族
，﹒志為卒(特別是心臟病和為症)也最高，而各地吭索
的氏族忠病率最低。為什麼吭肉的人多病又平死?』(

著者按原文所述《中毒》及《癌症》'另文再引用之。
至於素食者長壽，又何如說起呢?根據近人郭元盟(

一 28 一

••

原文云

錐隸湘

『中毒!在遭受﹒笠，割之前的一刻，動物桂

患癌症之末段，現在照錄以充賞本文。

」一﹒叉，所引「新時代的飲食」卷一了說及可能中毒及

兩位布于是基金、改后的危險
o

以所修一一一問之，從靜

爾等從修身、語、意之生起次

西元一九七五年，祿、湘得受第之級秘密灌頂。
銳公金剛上師問眾略云
第，進而修脈、氣、點之盟滿次第

的反應，則為圓滿。若從不善反應，其影響直接荷嚴韋 端恐懼痛苦，體內的生物化學情況大大改變，馬上全身
「點」之粗說為血滾，紹說則為內分泌(荷蘭裝)

內的毒素，色令尿暖及其他體內的有毒排措物。「由硬

英百料全會」記載，在動物的血液與身體組織內含有體

布渴了有毒的副產品，令盤偏見體充滿了毒物。據「大

，其關係並不簡單。修此者必須嚴於守戒，犯食時血波

動物看到其他的動物死亡，竭力掙扎求生失敗之時，血

物碰上危險的處境，也一樣產生很大的生物化學反應。

我們在極端饒恕及到心權時，身體變成生病狀態，動

成分。」

牛肉提取得的蛋白質純得多，後者含有印裂的不純正永

殼泉、豆類、教類及乳類產品所提取的蛋白質，據報比

y
偶一輕微犯之，必至血液自相衝鐘，心緒不筒

呈瘀黑色，棋時呈鴨糞綠色，癡時里鐵灰黑色。如果修
持較佳

，須調撫多時，始能隨順。若臨終犯此，抱憾而死，則
不墮落三思趣者難矣。所以稱此一二者為「三毒」'豈無
故哉!
梁武帝之都皇后，輸一帝弘揚佛法，福德良多。以臨

「動物兌體內的肉為是有

專家大為震驚。原承數次研究結泉顯示，那批人的嘉症

者「他們姆是五句節會教徒」'得到的發見令為症研究

『嘉症|!美國最近有專家研究迫五OO0 個素食

毒的血及其他排泄出來的副產品。」 h

毒。操美圓學接研究所指出

終宮女為之揮間駒，瞌睡手軟，溺墮擊下，時后以口不能 沒內的激索水平(特別是腎上腺索)急劇改變。這些大
昔日，手足均不能動，正當間大分離，頓增痛苦;於是「 量的激素留在肉內，人吃進肚程會令台己的體內組織中
懷忿怒心相續持」，竟化為勝，此梁皇懺所由來也。
人既如此，動物當亦然，牠之為人宰殺，或為強大
的動物所吞食，亦必銜恨以死，故其血液必變毒也，不
可不知!」等語。
棟海最近所作有「肉食者短命及素食者畏譯之例證

••

?ι

GJ

••

••

發品率奇低，他們志上所有類別的菇、摳，機會，都比同背『為什麼吭肉的人特別容易怠為系?其中一個可能
oh

求札作唔，於是肉類工業千方百計持僻這些可怖的顏色

素的人(包括性別、年齡等)低得多。設次研究也發現的原因是動物的肉存放上幾夭會變成﹒骨灰色?令人看起
，這抗人的平均壽命也長符多

呵另一次在美國加淵進行的研究以庫門教派為對象， r
使用哺梭蠱、正椅酸、盤及其他附加劑，這些化學物質
eJJ

為物。』

moAq肉類變紅。近年特學實驗再三證管這些化學物質是致
結系發現摩門教徒怠藉。如的比卒，為人口總平均的

1

鼠，一一般摩門教徒也很少肉。』

意，噶朱巴(白教)祖師諦洛巴傅那落巴者即恆浦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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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最「學即合」記矗(一九八九年)弟子黃毅英恭

上印諸佛菩薩、下印一切眾生?而「手」有執持之

體。離戲翰伽'離諸戲論，上品時，無希(涅槃)畏(

輪週)之心。如敦珠法玉等聖者，乘顧再來，即無輪

迴之畏懼亦無涯槃之希冀也。一味瑜伽則證水泳一昧、

相績識，亦轉成智慧，即所謂「修無修之修」矣。

如此深法，當非即可企及，然已於眾生八識田中，

種植善根，作一緣起，功總可謂無量焉!

一 3。一

今秋上師返誨，除主持第四十八屆靜坐班;並閱

數瑜伽、一味瑜枷、無修瑜枷。復各分上、中、下一一一品

寸土師之關示為四種瑜伽'次第為車，一瑜枷、維
A

示由、法寶醬、，閉關法;舉行釋尊、金剛亥母、蓮師財神 印也。
、還草生大士等灌頂外;特於十二月六日假溫莎社會服

修生起

專一渝伽'繫心一處，修至上品，即晝夜一如，常住明

該大堂設備完善、地方寬敞，本可坐一二百五十人， 、層層剖釋、深入淺出~，使聽者知此高法之極概;方知

替大廈大堂開示「大手印簡介」。
h~

怎料信眾閱民而至 此殊勝之深法，又豈容錯過?直令
百之數。

c

即修大圓滿或大手印

修國滿次第、依脈氣明點，一一一為智謹 水波一-昧、一多等亦一味，再進無修瑜伽'漸次，微細

無上密商瑪巴教法依四灌次第，首為瓶濃
次第，次為舉程

••

大堂擠得水洩不通，或席地而坐，或靠站一旁卜，幾達五

••

亦修脈氣點者，最上為名詢濯

••

所云「大」者，以心靈之大無有不妞，月印」為配

，是修心也。

••

合
..

密乘出版社書籍次第分類

黃毅其

乃整理出版「金剛乘全集」第一二了一一一輯，並得法

期上師之「金剛乘全集出版啟事」)上師有見及此

:其後一一一篇為大乘菩薩、願菩提心之四無蠶心、行菩提

界一一一科、四諦、十二因緣、王法印、緣生性空及八正道

之有情觀與世界觀;第六講至第十講介紹人天乘、蘊處

法之淵源，包括佛傳和遺教結集情況;接著二講為佛教

玉錫序(見季刊第十三期上師之譯文)。各輯內容與

心之六度及的攝;最後一一講則解說涅槃與菩提，轉識成

在以往，密宗學人常有無響可讀之嘆(見季刊第五

分輯臣標，詳見向前。「金剛乘全集第一期自版了」(

季刊第十期)、「更正啟事及金剛乘全集第一一輯要目預 智。

通達主述理念，於閱讀「心經密義聞混」則更易契

入。聽以顯教為般若乘、密眾為金剛策;般若波羅蜜多

告」(季刊十一一期)、「季刊、全集出版因緣與全集分
輯之目標」(季刊十五期)及「金剛乘全集第三輯編輯

心經攝般若精蘊，除為密法關鍵所在外，本書更以密宗

0

至今山山版至第一一一冊，每冊收錄季刊十二期。

每期文章仍多。若當時錯過者，可閱「金剛乘季刊合訂

有詳述。除巴輯出之「西藏密京初階」外，金剛乘季刊

「茁兢密宗初階」第一、二冊。初學者於常見疑問，均

剛乘季刊至今已達十二載。及後，再作系統輯錄，即成

大眾每乏一般密法常識，以蕃及密法故，上飾創刊金

密法雖於唐代傳入漠地，至滑代仍限崇奉於宮閣。

乙、密法常識

法師偏向史及聽法與說法之一般常識等。

觀點闡述，使顯密雙融。文初叉述教主應化革蹟、玄吳

完竣」(季刊廿四期)諸文矣。

此外，學會亦出版有「金剛乘學會叢書」及「金剛

乘學會藏揖丘，各書內容於「西藏密宗初階」書後已有
詳細介紹。自此，密乘學人恐怕不致無書可讀了。然近

來一些新進同學反應，「叢書」、「藏書」乃至「全集
」內容豐富，多采多姿，一時不知當從何書入手。以此
'，田間承師教，試將各書酌為分類?以便閱讀者參考。

甲、佛法常識
初聞佛法者，每懼於其中之名相(專有名詞)太多
，難以分辨，「佛學十八講」一番不但對常用名認詳作

解說，並有系統的介紹了佛法理念之架構。首一一一講為佛 本」

A
唔，

q叫

此外，「無上密乘修持三要冊」收錄宗喀巴大師顯

密修行次第科頌、由法寶嘗及普賢玉如來九乘一差別略義

o四

持盆尤大也。

丁、靜坐法

謂不容錯過者。

各宗修法與靜坐等法門，應有盡有之餘而再加抉擇，可

後理論等」。最近行堂之鉅著「戒定慧之抉擇」更分析

「西藏密京靜坐法講義摘要」及「西藏密宗靜盤法改進

宗靜坐法詳釋」而「商兢密宗靜坐法廣論」'後又增編

靜坐得益而來。上師於此法尤為重視，參考教材，增
訂再間。由最初之「西藏密宗靜坐法概說」而「西藏密

來，學習此法者越萬人次，而各學會之間學亦多從學習

。一一一冊均詳盡及源統化的闡述與分析密宗修行之次第與
西藏密宗靜坐法，本須經二級灌頂方可修習，上
結構。其中首篇按菩提道次第廣論以一一一士道(下士道人
師悲憨世人體弱多病，特啟請法主准予普傅，十餘年
夭乘、中士道元始乘及上士道之乘)判教及分析之

法實當則由「趣入佛道」間修「修法之道」而「消除道
障」乃至「轉迷成倍」，其中法玉特別閱京之「消除
道障」一節則以共(顯教)、不共(下一一一部密)、密(

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大圓滿)層層分析;至於普賢王
如來九乘為南瑪派獨有之系統，也聲閱乘乃至大聞漏，

讀者閱後，可謂己知密宗系統與修行次第之便概矣!

丙、戒律

由止得定，也觀得慧之握耍。上師對「菩提道次第廣

而宗喀巴大師以一一一士道判教後，再別明止觀，可知

時，亦囑「以戒為師」'蓋無戒則無以有定、盤一心也。

論」及「菩提道次第訣要」有關部份亦屢有問示。後者

佛陀之戒、定、慧三無漏學，以戒為首，而臨一本寂

上前輯「金剛乘全集」'以「菩提正道菩薩戒論」為首

密法傳入漠地，潛流非遠。有認密法為藏土地方祟

戊、密法源流

靜坐法之奧祕，有心於靜坐法者質不容錯過也。

「金字塔、生法宮比較研究」則關露金字塔及密宗

第略論」等。

吏的錄「菩提道燈論」、「菩提道炬論」與「菩提道次
菩薩戒之戒體常光，
o

，亦此意駕?﹒
元始乘有七種戒，命鑫郎捨

命終不失，殊勝可知。對一閩中更附錄菩薩懺罪文、大乘布
薩法、瑜伽菩薩戒攝頌、梵網經菩薩心地品、事師五十

頌、敦珠宵波車賜戒本序及布薩須知。上都規定學員
每月必須布驢，若能了解戒法、戒體、或行、戚相等，

門f』
「3

教，有以為與顯教 相 連 者

o

實睞於其源流之故。上前

7

慮初學者一時或未能作整書閱讀，故

十餘年前，諸出法玉所著「西薇古代佛教史」'於各傳
承系統甚為詳明

有「西藏古代佛教史提要」及「窩藏密宗編年」，以便

讀者。然自印度時期，從喀什米爾，乃至西藏佛法弘閱
。連師入蔽前弘期，及後宵瑪、噶朱、格魯、薩迦四大

派之發展情況，於「密乘源流簡論」一書則甚清楚簡明
了。

自佛滅後，以膽部六莊嚴為首之大乘佛法於印度弘
揚 0多羅那他意者之「印度佛教史」乃為詳述當時情況

之經典鉅作。上師特將其中部份譯出，為「印度佛教

史之神通」，不只令人讀下津津有味，更有破邪顯正之
效。至於佛法對漢土文化之影響尤為深遠。上師所著
作有詳述之報導。

己、客瑪巴法系
學會為嚮瑪巴道場，故同學除對密法激流欲知模概

金剛乘學會」、「參禮、法體奉安專集」及「金剛乘學會
卅五週年特刊」等。

庚、內外加行

上述依次介紹關於佛法與密宗常識、成律與靜坐及

各諒流歷史之盤問籍，可謂提供了學理之背境。然向學吏

欲有協助修法參考。而上師當年赴印，依止、法玉，

o

雖曾受金剛乘任一灌頂者均獲

主要乃為譯出「大幻化網導引法」'蓋以為法王(教
傳派)之一大法統傳承

准展讀，然若無上師開示，讀來亦不易。今試就「大

幻化網導引法」上師所造科判而作分析如下

o

導引、法中分一了首為能成熟之灌頂(及本法源流)
，次為能解脫之導引

能解脫之導引中文分一了首為加行，次為正行。

正行主要分瓶灌、密灌、智灌、名詞灌四部份。此

中若能配合修持，則可知筒中便概。即會受瓶灌同學參
閱瓶灌部份，餘類推。
之「圓滿二聚」

「大圓滿龍欽心

o

「大幻化網導引法」「大閣滿無上智

髓前行引導文

o

茲表列如左

「敦珠商波車降生傳記」了。而上師親近承事法玉

「敦珠法王新寶藏」廣大、心要」「

o

故若相

至於加行部份，主要為四思維之「淨業」及的加行

頌」為法玉所造而南瑪史略可見於「西藏無上密乘宵

互對讀，或更能明暸

全集中數書亦應作如是研讀

瑪巴史略」一量一日，至於法王本生之功德，則不可不看

外?對耐用瑪法系自應尤感關切。「西藏寓瑪法游歷史書

••

之情況，可閱「敦珠筒波車訪問香港」、「敦珠法王與

••

可叫
「3

「淨業」(四思維)
暇滿難得
觀無常

怖輪迴苦
知黑白業
「區滿一一聚」
皈依

發心
懺罪(百字明)

積聚資糧(獻曼連)
上師相應法

」導

資糧一項

聚古沙皇

要」加積

「廣大心

義生
海契
心合
i 要深

一、皈依
二、古字明

加解脫道
果與依止
善知識

的、獻曼達
五、獻供

「菩提道次第廣論」安置於三士道如在
一、導論
暇滿難得
一了下士道
無常

怖輪迴苦(下一一一道)
皈依
黑白業

立了中士道
怖輪迴苦(上三道)
四、上士道
發心
六度

四攝
止
觀

其中以「大圖滿無上智廣大心要」文字較淺白，所

••

「大幻化網導引法」之芷(佈部份可於修習儀軌後陸

辛、深造

引故事譬諭亦較多。

一一一、修業因果及無常，兩個括暇滿難得、業因果、
無常及輪迴過失。

34 一

一

L一

行加共外
行加內共不

了俱
行加共外
行加內共不

「密咒道次第寶鬢釋」及「菩提道次第廣論」亦類
••

「密咒道次第寶嘗釋」中「道之前行」分「五要門

似，如在

L呵

續參讚
o

「大圓滿無上智麗大心要」、「俱生契合深導

了義海心要」、「大圓滿龍欽心髓前行引導文」等亦然

佛名經」、「賢劫經千佛名號品」搏互作參考。

「西藏古代佛教史」細述密法源流，「佛經選要」

可觀之為「佛教聖經」'包羅萬有;「現觀莊嚴論科判

」既為上師所造亦為墨寶。而「密京還次第略科及各

章大要簡述」則對克主大師所造「密京道次第廣論」作

此外，「密咒道次第寶鬢釋」為蓮師口訣，親示瓶
灌唯心見、密灌中道兒、智灌密咒見、大樂灌大圓滿見

科判，使讀者更易掌握也。

銳之贅言

，又各次第等持、後得、咬食、握持、守護之誓句等，
層次嚴密分明。「大乘要道密集」則為薩迦派法寶，元

生人之徒」，雖不主毀佛、謗佛，但絕無宗教思想者。

盟師八四心巴導譯，至為握耍。
讀此文役，前塵往事，湧上心頭，一吐姑快。
叮大圓滿虛幻休息妙車疏」、「仰兌」(內附「噶
先君文粥先生，曾當兩廣總督仗著之刑名是夫子，
馬南體大圓滿攝頌」、「勝喜金剛語談」、「仰兌一一一虛
及廣東氏政長仗著與省長仗著高等顧問，均為客卿之崇
空相應口訣」及三貝師命譯之噶馬第五代讓蔣多吉口訣
高地位，故有清朝時不作宮，氏國時不入黨之說。
」)與「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內附「椎擊三要訣勝
義年著有「一度存稿甲、乙集」出版，甲義為詩詞
法解」、「恆河大手印直講」、「大手印要-一一一旦、「大
文字，乙奉為政治文章，每集均有數十藹字。，白花為「

乘要道大手印要門」、「大手印導引顯明木體四瑜伽」

1.。淵
惡

若夙奉束密，以其越世如此師丸，常忍受病祈禱加持，多

菇，生母忠肺療立一期，均求詠南先生醫治，未

若，泉拜門為門生，學國文，亦有年矣。時娟母忠乳

先君暮年多病，得友人蔡詠南先生醫忿;其子蔡淵

、「大手印選集」)則屬商瑪派最高大圓滿及噶朱派殊
年，四十五抬生我，認為太逞，非會珍惜。而出世九
勝大手印之部份。
日，﹒忠急驚風兌'先君緊抱不發乃蘇'!如是為五十餘
可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訣要」以一一一士
歲，籠里求離。先母祕密寄養於觀者，不敢使知之。
道判教，「外內宗義略論」則以小乘分別說宗、經部宗

、大乘唯識、中觀兩宗之分析。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一向為法玉之重視，內對
密宗諸尊及中圓詳作安排，「賢劫千佛名號讚」則為

法玉所傳授，述說賢劫千佛名號，內亦附「現在賢劫千

只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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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擬請代祈禱，先君無奈，欣然以從
淵若

o

有高寸「打倒釋家店」者乎?我則不敢

頹如佛教經論

o

!其詩述多用唐代文字，其義坦之深與庚，應比儒學十

9

以為我應就預其事，參加祈禱，先君亦許之

三經為甚，現已世界式傲，無人研習。如多次到泰國，

能痊癒

居士林，受灌頂、修法，全部投入，儼然佛教徒，進來

常見僧侶樹下海修，今已不見，時曾與泰籍華裔談之，

於是入

六十餘年矣。越年兩母光投去世，因悟無常，佫加精

不勝感慨。林美友人曾撥錐贅，在台灣約仿將高深佛經

o

先後皈依多傑覺拔尊者，話那﹒寸固丸圈，得傳

進

上師進傳回灌，頌賜法要接多，密海汪洋，拾得蟾仰。

更大

以淡而又沒之文字，將使人認為密法並無深度，此壓力

，爾愛其竿，我愛其攏。」故將金剛乘仝祟，分立一輯以

如是面對此等壓力，及將之化解，所有分輯，實故

o

攝生徒，授權弘法，。由誰「人之志學 叫
r 人持」 9於密法
不散著手。但以師命不可途，復念昔年求知密

1

從正口道之學人，人手一鍋，聞所願也 o悠悠十餘年，並

閱讀方法列出，但已能分門別類，飢餓彼馳先指示詳明矣

o

雖求將

法之艱辛，及今又怎能作「惜墨!如金」之想。乃發弘賴

時至今日，佛教徒中，
0.

令讀此文，深得我心，大有空谷足脅之抄

無田底，祇有黯然而已。

學，誰毀無餘，其功迫不必論

閻健五四逆動，品商吟「打倒孔家店」'故能將舊文

季刊中再找更沒白者，即「密宗初階」贈閱。

將永孫翠長大，必無能讀之。對此兩種壓力，愴有又從

大學講師，因事求台，託其神東告曰:父親此鉗制文字，

字?我等也不易閱讀!何況他人?不久吾子為香注中文

矣。乃有兩個國立大學圈文系畢業之弟子來告以此種文

白，已不耳其故，不用古字，雖非語體文，已是白描文

，創印金剛乘季刊，印五千份，免費贈閱。行文、務求淺

之報

出版，並將或者叢書大量推出，亦此意也

..

知不多，怎能勝任。若以一首引乘宮。史召五百世官猴

o

論語有 d1 「子貢欲-L
告A
朔之餓芋，于曰:賜也

造提小事敦球算放車﹒傳授續部導引法，兩派傳系，筋為

位，放學密法。而所得無辜'，'，熱織而已。其彼得貢噶 毀滅。乃念現在無上密法，惟有密乘出版社流通，若祇

大圓滿。處雲﹒芳和尚投菩薩戒。繼而冉來事密宗上師多 ，詩諮體文，似亦半途而廢。釋苓授認高深佛典，必先

••

尸。
可叫

址，於十月十日早上七時開光。

上師於、港臺弘法，從無間斷，許有

八月廿六日至卅一日於蓋灣鑫束中菌石油公司

並獻上哈達，午膳過後，驅車逕往臺稽，下楊金剛乘學

華班機到達高雄閻際機場，師親率弟子十數人迎接，

於香梅溫莎公篇大廈閱班，參加者約三百五十人，

月廿三日，逢星期六下午三時至四時卅分港會假座

舉辦靜坐班，參加者約卅六人。十月十九日至十一

靜坐班

會，是挽即展示建塔計劃議討論入塔安臟一切供物，至

濟濟一堂。

臺中學會於十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分別舉行亥

地一，兩星期後，入塔供物齊備，潔淨河垢，依西藏規矩

月廿日大，臼傘蓋佛母、十一月三日為啤嗎心要、十

母及啤嗎寧梯灌頂。香港學會之灌頂法會分別為十

灌項法令

，一一分批用黃色布袋包裝，寫上供物名稱，置於佛座

開結緣灌頂;前三會於本會舉行，最後一會剝於北

一月十七臼咕嚕咕功佛母及十一月廿四日為釋奪公

十月四日至九日，一連六日，喇嘛主壇修法加持供

角陳樹渠大會堂舉行，以攝初機，以可容納九百人

精華閉關法、金剛薩捶除障法、深密空行心要前行

嚕咕功;此外更有大會堂之公關講座，講題為「怎

密宗山建塔地點舉行動土典禮，以祭地神，拒違緣，助
γ 四個月，始可落成。

念諦雙連道乘，儀軌則有大自傘蓋、啤嗎心要、咕

行中，約旦

十一月四日親自主持布薩法會及開京戒律。十二月

樣學密。芒，並於廿七日舉行大型放生法會，更於

以盡可用于會原有在寧夏路之會所，以會員漸增 o會址不

六日返臺灣，監督建塔工程，及準備安排開光事宜

月來上師風塵僕僕，加上搬家，忙到不亦樂乎

敷應用。會旁適有空地一，購置之而將會所作擴大增高之

，希望港臺星為等弟子均能前來參加，以能於塔前

ο

拆毀改態。而賴陳寅枝及其子賴耀南南師兄以新建落成

1.

順緣，參加者眾。建塔事項，一切就緒，連月來不斷進

會弟子隨喜參加，出席者皆持素。十月十日下午一時於 開示法要..一上締造次回港，闖一本良多，計有甚深勝義

四持卅分，土師每日皆出席第一墟，其餘北中南甘聞自
者。

物，每白二壇，分別為早上八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

前供桌上，以便選好日子，修法加持。

整日即上密宗山，巡視抉擇建塔位置，修法加持土

深夜始散會。

佛母派來助師建塔之喇嘛夫婦於九月十四日乘中

••

祈禱，一切將得圓滿吉祥也

,

••

之工學路二十一號之新建貴舟華廈，撥出八樓，暫充會

qM7

••

已珠@郎堅吉麥卻去口汪波著

哎呀悶氣心中友，金黃小峰造陽軍，

上界減少目。且甚，下界增加臼且多，

注進人越沙麥花，磨粉墮進惡趣底。

法晶晶鐘時總歌舞的
汝心所旬在三霄，信念殷切對正法，

因泉追趕細且傲。

祝維翰誇

厭志出離收亂心，有志告甘力修行，

往昔蟾洲人世間，村落邊際緊追縛，

僕從小洲繞四洲，絢紀十善盛流行，

足見常生有宏賴。

人世增上生夭界，天增花系滿心態閣。

交往迫使雞飛豆，享受安辭典夭拜，

而今劫濁慈世間，村落邊際頹洹述，

有為無常，如為幻，輪迫城中生厭倦，

間忠境中智慧生，深思索泉去取明，

荒蕪回也達成斤，享受血肉作飲餐，

轉輪聖王作主﹒萃，逆轉權威返金翰，

了，如妙善佛子行!已經濃得史進門，

足見於法有宿緣

o

速發八成現世心，無色獨處空山谷，

足見已得賢師引

他獄走卒充、王牢，逆轉榷成返屠殺，

σ

符為賢師弟子我，特烏有緣小蜂君，

下芥接一輪迫域，器世聞名虛幻境，

多，戰池羅剎修羅勝，
寒熱也獄增 且
0)

彼繼之人唯奸餒，惡趣門進奸候益，

惡當有情作僕從!狡詐相合作納紀，

情世間名頑固迷， 一 時 情 器 兩 會 泉 ，

婚姻痕神臨危玉。

願骨均增加勇氣魄1.

行慈爭李改亭亭，痛苦蔓延如林火;

T口無辜，
座上麗君行奸詐，施展毒計 -一

9

行善背離夜背離!安樂稀疏如晨星;

栽誣列舉臣仆罪，狡詐殃及台與他

提起美好抉擇籠

惡行志願連忘賴，世迫裘如夜幕臨。

傘下喇嘛行奸詐，借符佛法作接體，

o

凶惡瞋恨石磨中?會被執身磨眼程，

qdQU

返借咒力投官家，作法讓災走鄉曲。

冒充神通說似疑，寶貴灌﹒頂如費物，
仍執才會被緊縛。

無常﹒羅剎牙齒悶，三一界有情流且轉，

d 嘻再噫嘻，小子由衷心厭離，
嗚吽 噫

j存心如同向人卒，

山中修士行好諱，身處山寺作兌臥，

世俗凡夫行奸詐

明白承管誰先到'事箭己曾如也永?

此捧一及彼謀白利，臨終懷悔稚胸泣。

且看所需且轉盤

今我小子蓮花辜，有幸說身通佛師，

一見凡人使端居，暗中隱裁私有財，

出言如何鐵匠鈍，相機隨宣轉話頭;

幸蒙慈悲賜接引，信仰佑任心專哉，

一心追求明日計，永世佛法往使誰，

行事如同初夏天，眼前畸明線前黑;

詐塊恭敬求當作。

諂曲奉承施、正當。

情義如同蜜蜂口，先時尚有退時無;

所告皆是直爽言，設詞裝腔求當作。

返借拉宮欺上師，詐將非法充正法，

求道如同蛤糢口，聽時使有修恃無;

頸部粒大尾部細;

佛教信徒行奸，詐 盟 問 忠 如 詞 輸 抖 形 ，

若時衷心生厭離，頹戒似是而非法。

金色小峰，造陽君，抄本時真心欲修行，

無數經教見開庚，是故能辨法似法。

身一贊門下長時居，善良上師依止多，

傾心一何一半恥辱，別專歸依永當作;

五恨峙。移身衰，是，近似厭離非厭離。
••

(待續)

3JQJ

且看今晨活身體，今夜即使名兌屁。

情面如同恣軸室，﹒畫面美好畫底無;

詭言修行徒空訣。

初期尋求正法道，厭離心，有近似按:

行為棋會渾且埠，我滑兩面末，當作;

大池奸詐風行時，真實正道何處尋?

一是進苦抬厭苦，叫一通逆緣偽灰心，

o

邦國虛偽造布時，賢善追趕向誰說?

立一對密友存怨羹，四因勞苦怒艱辛，

師尋尋求私剎時，剎濟貧困誰實做?

出雄心有近似法

1

主人殘害僕從峙。，弱小燕拂指掌誰?﹒

劉君台毀王法特

臣氏疾苦哀誰憐?

信心如同肺片湯，湯面似有湯底無

••

藏諺輯匯 ω
莊晶輯

色，悶，司，忌，誦，穹呵 '~'~~I

導向， 51 矢，只司悶，旬，剖，吶!

有錢時姑娘是近親，

不知背後山搖，

問 5 究， 5.S' 吋悶，呵，吋足，
只見眼前毛動

,

雪，為呵，究，忌，詞，門認究，可商呵，天呵!
無錢時姑娘是奴牌

O

宮，啊，司，間，思前，話，認 '~~I

通呵，向伐，戶，間，剖，超可

有財產是叔叔的娃子，

想打的嘴沒打中，

雪'~~﹒究，間，足足，可呵呵，話，只!

剖，事悶，習，間，藹可喝口'1

卻打中了沒想打的鼻子。

無財產是叔叔的奴僕 O

等刑，司，間，哥們，呵，科!

雪，恥，詞，藹，剖，軒刻，叭"

有錢時稱呼老爺子，

繁星沒有消失，

慧，柄，有，呵呵，筍，吾有· tl'~~J

到奇，天民悶，司氓，柄，什氓，司司悶'~~'
啟明星不會升起

無錢時就喊老瘋子

O

O

g 楠，柄'~剖，告悶，們剖，向守門，司!

色，剖'as 月，司啊，咐究，天!
腸子斷了還想活

O

外行若說"內行"話，

O

(非{分之想}

g 啊，商門，呵呵，詞，天呵!

色，負門﹒函，筒，司副剖，道 'S ，

內行笑掉牙

無財之人胸襟寬廣，

S 悶，為呵，向詞，悶，為，只買

前，柄，可有尉'~'戶，慧， 8!
萬里無雲天空遼闊

O

不熟的路不走。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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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悶'r.J~'R.玄民剖，事丘'~旬，惘，剖，

RS t::副!
腰桿提得住，但肋骨受不

了

O

詞，巴伐，有足，罵，柄，有呵，負有!
是蛋中的黃，

足，可氓，只窩，啊，剖戶伐 '~'txt 汽!

柄，肉，司足，肉 'R f3啊，忌，前司!
是眼中的臨

我無論到哪兒都是空中鳥

9

惡，可氓，只呵呵，貝貝司，咐，為有!

戶呵，向策，司足，呵，穹足，柄，的可
是胸中的心

O

為不管落哪兒全由自己

t::'~悶，~.啊， Rgr 穹足 '1

啊，呵，可可， 5 ，司司剖'~泣 '1
雖在暗地吃蒜，

驕傲的懸崖上暉，

前究 '7 究'~'遷，函，高呵割!

啊，去，吏，悶， Fgr!
蒜臭仍撲面黨人

O

O

存不住學識的水滴

止，還足，還泣，問足，閃失，悶'~剖，慧，柄.'f''f''f'

月色，戶，可 ~~r 可苦片'~月，函，們!
一人不應獨斷百人難

商汽!

O

同彎，同肘， 3 究，可悶悶!
觀看百遍，全部了然

O

我雖小，正在往上長
O

阱，祠，啊，叫丘，柄， WRg 呵，雪，柄，

同學，司剖，同情，戶，戶惘'~足， I

認可

能封百張口，

你雖大，只會往下締。

穹足，司剖，悶悶呵，函，戶司副!

足.~惘，遠足，呵，戶呵，問足，穹可昨天門!

難遮千人目。

我弱者的針也是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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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足，質問，日，司呵，已足，有丘，有，認門，也丘 ï

貝克!

保護壞人，與打擊好人無

我青蛙雖在黑 J 暗之處，

異

足足，同惘，旬，島內可夫，穹啊，賊!
但我的心卻在自洲之上。

呵，月，瑟夫，剖，呵呵，有!

壞人不受懲罰，

丘，品，遠，司司悶，可剖，對呵，可

司司足，筍，譜，同﹒函.~ (REJ 肉) I

我沼渡黃、河全不懼，

好人不得安樂。

阱，惘，戶氓， RS呵，哥們，咐我馬!
你呆在渡口何必驚

O

旦司，悶，只足， SWS!

O

聽人自識高，

足足，悶，問器， 5 ，只戶尺， 5 用!

信，啊'~呵，柄， æl

野鴨繞湖飛翔，

老狗覺屎好

r 針對呵，明悶，昨天門!

O

貝司，悶 'as 月，呵，叫苦呵!

魚兒用不著驚慌。

給壞人以懲罰，

貝貝﹒悶悶，制法，賞到峙，呵!

向眉立'悶，叭叭'穹夫!

如果水鴨以湖油炫耀，

給好人以獎賞

柄，月呵呵，門民'~~悶，司泣，

O

酬，悶'~刻'l:.I~，的剖，問

那麼鵲鳥和猿猴，

先畏的是耳朵，

有可剖，安馴穹回門!
就可以山岩和森林驕傲

O

已有，呵，同Sj~楠，究，呵呵丘，筍，同 5 哎，間".

呵呵， 3 氓'~啊，向策，弓，若!
後畏的是特角

O

(後聚居上)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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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 fe and sword: They are the symbo 1 s of Vaj rayogini and
Manjushri respectively.
Vase: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vases ,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the water vases , some with mouths and 戶 some
without.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kind of treasure
vases , some for wealth , with Jambhala or white Mahakala
as deity and some for longevity , with Amitabha as deity.
There are also the Earth Vase , for offering Tenma.
Arrow: Arrows with five colour scarfs tied at the end are
the symbol of the Long Life Aspect of Guru Rinpoche.
Protection
Guo: These are small portable shrines usual1y for keeping
Mantras and
one statue , usual1y hang around the neck.
other figures of deitiesare also worn for protection.
Prayer flags: They are hoisted outside houses are hanged in
widoW5.
They contains mantra and the Lung-ta (Wind
horse) is , one of the most common one.
They are made of
different colours , either representing the five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工 ndian tradition (yel10w for earth , blue
for water , red for fire , green for wind and whi te for
emptines5) or that of the Chinese tradi tion (whi te for
iron , green for wood , bl ue for water , red for fire and
yellow for earth).
Guidance
Parasol: They are erected 50 that people from afar can also
know that there i5 a monastery nearby.
Mani-wheel: Mantras , usual1y that of Chenrenzig (Mani-Padme
Hung) are kept in5 ide the whee 1 50. the reci tation i s
5ymbolized by turning the wheel.
Despite of some large
ones , the frequently 5een small mani-wheel are usually
held in the hand.
While 50me can be driven by water ,
paper mani-wheel are often placed on top of butter lamp
50 that they can revolve by the dissipated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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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lso
mandala
drawings
and
solid
mandalas ,
representing the palace in which deity resides , a buddha
field and a perfectly symmetric pattern in general.
Incense box: While incense in the Chinese region are often
placed upright in incense holders , Tibetan often place
their incense horizontally in incense boxes.
other shrine decorations: Decorations made of copper or gold
are often placed in shrines .
The figures of these
decorations may symbo 1 i ze the eight auspicious obj ects
(umbrella , parasol , conch , vase , lotus , double fish , knot
and whee 1) or the seven kingly treasures (vase , whee 1 ,
eleþhant , wish-fulfilling gem , ~0rse ， queen , general and
minister) .
stupa: Stupas are used to enshrine re 1 i cs .
They can a 1 so
represent mandalas or a whole universe.
Tsa-tsa: Tsa-tsas are small clay stupassymbolizing all the
eight great stupas of the buddha.
They are used to
restore the balance of the universe.
Spoons: They are special ritual objects for the putting of
offerings into the fire in fire offerings.
Kapala: These skull cups are used to offer wine.
It is
often the wish of practitioners before death to offer the
skull to monasteries after they pass away.
Devotion
Mala: Counting beads may be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ritual objects by practitioners.
They can have different
number of beads , made of different material and colour ,
in accordance to different types of practices.
Bell and Dorje: The bell and Dorje (diamond sceptre) and
always used in pairs.
They symbolize wisdom and skillful
means respectively.
They also symbolize accomplishment
(of wisdom)
and detachment
(from delusion) , the two
qualities of buddhahood , respectively.
We also have the
double dorjes.
Ri tua 1 dagger: The most commonly found ri tual dagger are
those belongs to the dorje purba (Vajrakilaya) tradition ,
hence they are sometimes simply called the purba dagger.
others include that with a horse's neck , which belongs to
the Hayagriva tradition.
C

Praise
Damaru: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drums , some are very
large and some can be held in one' s hand.
The damaru
and the bell , areoften used to provide a sort of
"background music" in chanting.
Trumpet: There are short and long trumpets.
Thigh trumpet
and used with a round damaru in Chod practices , in which
spirits are summoned and feasts are given to them.
Attendance
Shrine: Statues of dei ties are often offered in shrines .
Sometimes , a statue of buddha , a sacred text (at the
right of the statue) and a stupa (at the left) are often
p 1 aced to represent the body , speech and mindof the
Buddha.
There
are
also
the
so-cal1ed
three-tiled
shrines , with eight bowls of water (or seven bowls plus
a
1 amp)
as
offering 污
They
each
of
their
own
representations.
Parasols: There are often placed on top of shrines and
thrones , especially in outdoor environments .
Offering "bowls: They are eight in number , representing , from
left to right , water for washing buddha's feet , water for
washing mouth , f 1 ower , incense 1 1 amp , perfume , food and
muslc.
Torma:
They are sometimes called ritual
cake in other
refer~nces and are usually made of flour.
Some are also
made of butter , metal or wood.
They have different
shape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 are offered to a lama
(spiritual master) , yidam (meditational deity) , dakini
(sky flyer) or dharmapala (protector).
Lanw: Though tradi tionally butter lamp are used , nowadays ,
they are often replaced by electric lamps.
Manda 1 a: There are externa 1 , interna 1 and secret offerings
in Vajrayana and the mandala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offering of . the whole universe to the deities .
The
standard form consists of metal rings filled with rice.
Some usesgems instead.
There can al so be made of go ld
or pearl s .
Besides the offering mandala plates , there

hu

Ritu a. l Objects l n
Tibetan Buddhism
Wong Ngai Ying
extracted from part of the talk in
the class on Vajrayana Buddhism
There are various kind 6f ritual objects in Tibetan
Buddhism. Some are used to provide a rhythm during chanting ,
some are used in specific practices and some have their
icon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book 主主旦
Realm of Tibetan Buddhism by Li Jiche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ong Kong , 1984) , ritual objects may b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showing respect , praise , attendance , devotion ,
protection and guidance.
Let us look at some o.f these
ritual objects.
showin g- respect
Dharma robe: Dharma robes actually has ameaning of a
protection circle.
Guru Rinpoche wears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Dharma robes indicating that he is master of all
the three yanas (Hinayana , Mahayana ，、 Vajrayana) .
Hats and Crowns: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famous hats and
crowns , for instance the Lotus Crown of GUru Rinpoche.
Those wearing the Fi ve Buddha Crown shows that he has
attained the five wisdoms . Làmas from Nyingmapa and from
Ge 1 ugpa use to wear red and ye 11 ow hats respecti ve ly.
The Chinese used to call them the "Red sect" and the
"Yellow sect".
The Karmapas are famòus forhis black
hat , which is made of the hair of Dakinis.
Khatags: Khatags are long strips of white cloth offered in
greetings.
By gifting of Khatags in farewells , one is
wishing to meet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a

當!呵呵呵，向前丙和浩淵齣閃閃何qhm!
f

、-也c.、、、、

計=ri~c::r--r、吋叫做!同呵%吶悶啊啊π如何

的

dPA L. GY J. ì 'E. SHES. -G LOR10US GNOSIS. At Naygyirawa in the village of
visitation of the Botong Marna Concourse , To gain power
over the elemental Mamo , ensla\'ing L1] ern-Hornage to PaJgyi Yes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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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穴位國

紅點 em
火灸穴位 、黃點食用針刺穴位
、益純為放血{八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