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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佛像功德
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發清，史勿加以損壞
。即使置在床
4
。誰迦巴根本浮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耍，有
- 、氣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
「一人於雨
中見小泥塔， AR
拾a
革履益之 。又一人豆，以及垢，品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
0故說間三實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
後與造塔人， d一
d 者皆為金論之轉給玉 」
佛種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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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引擎氣啊!只有咱可， 1連賦閑喃們嘲叮叮!
過疾無增滿 O 修行及正行 O

!咱可\'Ir~r~戰時啊啊啊!聰明，峙，咱倆備中1
所緣與所依 O 一切並攝受。

l梅特鳴汽吶!嗯神神嗚咽革命!
及總昧當知 O 十六殊勝性 O

!可啃呵呵呵訥!何啊!啊1 1題寫柄喇喇傅月吋稍稍
由此勝餘遊 O 故名殊勝道 O

!可研究'l~可啊!柏村枷啊!中1
作利樂濟拔。諸人歸依處 O

!桐柏喃喃喃兵，吶!柄喃喃則研究開
~舍示究竟 O 淵渚及導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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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創日十二月一十年八十六國民革中
員曾
問

處

廳為瞎梅止之間
il

破舊灑輯立引導

再傳弟子黃毅英恭弩

o

此為一切聚糧除障

於間間房地界置一石堆，上奉四天王像或心咒，
障
AT

蔣浦」(以飯或精耙接成〕逐魔障。

及地神獻食 -r
及f
「J
舍金」'祈求護助。隨後以食子及「

於入關之日，以常修觀想始;小作念諦己，向守護

之總集。

o

積集「山玉密法」最為無上殊勝

糧，隨力以殘供與欠業債之眾生，並向擾亂之魔障行慈

於起始時消除道障，向一一一寶與三根本獻供，以積資

需醫生或他車要特殊物品，應於起始時安排之

於入翰前，勿忘覓得侍關者、食物及資兵。若關中

力，此念則歪|切勿始於敗朽之基上。

{編者按;此為對一般閉關行者之閱示，特別對于日關課程之鑒定}

法正敦珠客波 車 間 示
至心恭敬頂禮通、王至尊金剛上師前
為聚集此閉關中心佛友而解說如在

首以堅思不動誠敬受優婆鑫皈依。次受別解脫、安
僧、尼、或居士之份，進為菩薩戒，得無上等覺，再入
共之密咒金剛乘與不共無上本尊之壇城，得能成熟之四
灌頂。
以懺悔更受，補諾放，縱最細違犯削弱之關

o

以恆常觀察、警覺、自制防護此三種戒作日律，以
高戒為先

以共前行修習淨意，乃至正行二次第， AV
法乳及上

師口授實踐，永不忘失錯亂，住於心中，使得成熟。

離。

一切毒物，均不應存於關中旬，任何煙之味，亦應遠

或語一一一一間接觸。縱為書信，亦不應送入或帶出。

也一經結界，外內一切隔紹，外來應與閉關者無物質

住。

洩。一於各尊作觀想，智尊融入、獻供、讚頌、發願及請

修習儀軌法耍，於極微處，亦無掉以輕心;於觀察 不能入。關內則令甘露明王像或心咒堅住，使成就不外
得傳承者之修習得知。
此等即為最扼要諸點之路述。

續為個別數點。當為進關時之態度。閉關目的應純
為承罩上的及教法，為上生來世利鑫、與為利樂一切具
緣如母有惰。

然若為成最佳之行人，為名利恭敬，欲得共不共通

4 一

一

••

•.

如一此結外內界竟，應堅聞觀葾護輪。

飯後可讀任一助所修法之經典。以精進頭之，並用

下午，修第一一一諜。繳上之念誦，直至日落圓滿。

於獻
修行
。其後小休，甚至下一課。
於鵲房以歡喜安舉適當法像、攪城、法物及
供中。

傍晚，於加持爾及獻供雨中修儀軌為始，﹒包括廣大會供

4可直接圓

於此時，修供蠶法以一食子之儀軌。於農曆初十臼J
滿及吉祥頌。

當修食供輪。不必須「尺淘」、地母及為舞

輪及盡力修共不洪護法
JA
市防護恆成就之障。
膳為會供輪， 及 一 後
7閉關房中，身意任運於定中，
柄郎入睡諭伽中。

至於行某正行，每日以平線始，共修四節。早課於 以會供輪受用晚騰，將之獻供並誦回向及祈禱文一，
中夜後始，觀想於空中勇父食行鈴鼓聲，中懼。上座端坐
於此可念諦教法之主長住設，共不共禱文，及祈共不共
，呼出濁氣。心住於任還境日，向師祈禱。於上半節，
教法弘揚。亦可做百次耀拜。不只為一清淨法，亦為一
扼要之運動。
以四思維始修前行 J甚至土師瑜伽 o可將皈依與發心合
!作首次或吏多禮拜。小休時念本尊咒不斷，謹記教授
夜幕垂時，修第四課，一如次課，直軍入夜。
及後以「美草席巴」等清淨瑜珈沐身，與其他閉關

各各個別教授所示，積習「行」九一「果」及「用」之數

於明間展以醒瑜伽為始，如上修四課。以自境況，依

以任一種臨瑜伽 'λ眠光明正定中。

者聚於佛銓 0於
.寧靜與清淨境中!以懺悔及七支始，續

且蟲OV

。於晨曦，以收攝、再戚、固向與祈禱以結早課。

謂三種戒。此時可進早點。

要。

日出各宙關房，修次諜，由傅承念誦始。修儀軌之 若種種境界現前，細心觀想蠶輪。勿墮於我慢，驚
詳細前行，刪減召魔障並獻食乎都份!於護輪接上，續 怕、期望或恐懼中。於此之時，修無戲論之兒，最為扼
為儀軌及念諦。於午前圓滿。

種種一部相，當漸顯現。於此之時，最扼要者
見上師與

闊後聚集午路，認憶念………寶經時獻供，後進食。餘 若能如此修者)以恆持與勇猛精進，教授中所一一詣的
食作殘供，如他修法中鵲回向。
法，然亦可隨暮修之。

加強憐憫;了悟偏兒為幻，心意隨即任選安樂。此等為

若修不共行果法，則只須以進食為會供，不須修他
本尊無…了則至誠與僧念將增熾;此時對無語悟眾生，

••

兵，
M

修持進境之賞證。
若於觀想恃無恆持，於記數時，與人間語，則如何

多念，無可有果也。
若堅守外、肉、密結界不壤，不理當初發願所念次

子、請護法留住。應收法像與壇域，而新車另法像與禮

城，以護輪始?修法與諸課節之分如前通。

此所解說，為集體闊闕，於平、牛、晚均道他人者
。此為較常見，與易安排之法。

此賞為全起次第共之詳細修法略述。

數或時間，一本相必瑰。此唯看行者根器與精進矣。
至於無上及不共者，按密授修行果，則應獨修，忍
否則依各本尊本績所一部行、果、用之次數而修。若 持令座無泠。
按時而修，則以入關前之日數、或月數而圓滿之。二者

若修精義無上秘密大圓滿之立卻，先以四大金剛句

廣述。

斷身、語、意共九作。於此，無求生起次第及念誦之諾

入意之精耍。隨修「分別輪、涅」法，給外、內不密界，

，得本來境地之訣定見。即獲覺性，與顯現灌頂，悶得

任取其一皆可。

若獲成就之時崩，作一廣大會供輪，修接受成就之
觀想。於翠日修早課後，作成就之賞取。

此後，內閱覽己屆滿，而四課均不必者。若外關未
滿，於性後七日、五店、最少三日修火供補闕，詳略隨

開始時，只須於前行向上都祈禱，以任運於、法身智

中修定，於後行，以觀為幻，超於縛解，而將一切轉而

意，聽滿聞示中數蠶之十分之一，亦可單作念諦。

以會供輪，感謝本尊護法，為免將來障礙之要法。

為道。此為與光明績相舍，上鹿下座無分別。

學此者，不離

o

造。散人智者移喜多傑'於無偏離、精進其承事舊派乘

此修閉關法略引導，乃為指引笛初與控楚嶺行者而

者，能於十二年內證得。

，何必致大選轉虹光身之金剛總持位。最具緣與最極精進

見勝義堂之閣現、盟與鍊o以間相之道，得堅倍之解脫

去座三觀，見六種光明。用根、境、能、覺之要點，能

最不共者，為極無上光明道之妥噶

於自舟結外關。於早上，獻俱讚頌，對內之甘露明
1
玉、外之間天王以謝，送之，並請住石堆中，即可出關

於出關峙，向上望日，往上而行。即與下具善法緣
者會，若情況許可，於最初歡天勿去遠。

於閉關期間，一切覺受與古夢，除上師外，勿語他
人。此為「成就漏失」之決定閣。

若不結闊前修他本尊)則應修補閱、獻會供輪及食

6 一一

一

當年

次年

修本草行見次 第 六 月
後修空行念誦六月。

9

修前行六月 9修上師念誦之行泉次第六月

祥

正行為修且卻妥噶等，以各人能力而定。

接護法。……

「呼圖克圖」考

資料室

諾那先師)為社襲「內務始」(西藏地區名，有譯

o

又作胡

作「類發齊」'音譯)之「呼聞克留」，其後為摺府賜

以關師之封號。

「呼園克間」蒙古詣，為喇嘛教僧官之一

圖克醋、詣。土克輯、庫圖克圈。漢俗稱之為「活佛」'

若依聽文音擇，應為「珠咕」!義為「化身」，或作「

再生 λ 」、「再世人」等。乃活佛示寂轉世，而受政府

乾隆四十八年(西元一七

1生死自如，死後還轉。」亦可稱為單

者。根據清朝理蓓說之檔案

後世，不鹽輪過

冊封，接替其前世之職街。照蒙古詩詳擇「能了知前生
於平晚諜，無間修三一根本會修筒軌，並發頌供

第三年一

0

之願者﹒轉世啤嗎汪姑所請問道，並躊能利益心之教法

ø

一一一年關行法

.-:l:-

哲布尊丹也領漠

o

唯一之女呼齒克圈。參考研史卷一一一一二大寶法玉條。

闢克圈，駐錫於羊卓湖畔薩丁噶鎮之桑廷寺，乃喇嘛教

，如諾那呼臨克閣，則領內務始一區。其中有一位女呼

，除達賴、班禪之外，另有一二十位呼闡克廟，分領各盔

北蒙古(外蒙)，章嘉領漠南蒙當(內蒙)。西藏一地

統領全薇，班禪輔佐違賴，而領後藏

結關特修「燒供 LP 作與共清淨立一一味耶佛友之
、哲布尊丹已、章嘉，稱為蒙臟佛教之四聖。而以達賴
隨辜。可修一、叩門或台所定自數，而園渦。

八一一一年)，共計呼聞克間一四八位，其中以達賴、班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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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都金藥師法人會宣言

參加。加入後每日辯漱己，恭對佛前一一一頂爐，基幹諦本

劉銳之

4

名冊應列姓名、年齡、性別、身體狀況等。受「隨

、-女，七人(勿超此數)，「隨護」參加。

基幹自己一人參加，一起幹可連問父、母、配偶、子

尊咒二十一遍，超幹諦四十九遍。

「清世壽短而-病多，忽然傳學猛厲症，
可恰李命之痛苦，食己當修成蔡持。」

此為敦珠法去所造抑制全藥師常修儀軌開始之偈頌

o

，其慈悲憐憫之情況，儼然蓮師之金口所官丁謂之令人
愁歎
J紛至杏來。其中以

關係)，名字列超幹之後，低一格編寫。

銳之傳授此法而後，以身為上蹄，於疾痛慘護
恆」
，者不
名冊向上，並加列「關係」一櫥(表示與超幹之
能不為之加持。如是弟子及其眷屬

臟蹄染土痛息，或車輛至斷肢，一腦瀝血者。此非所謂猛
受「隨蠶」者成年人頂禮如上，曾受灌頂者，諦咒
幾於無日無之，有時…日兩一一一起，不可謂不多台遍，否則合掌恭誦「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七遍。嬰
1.

孩五歲以土問之。

心禁戒事琪 全部向人!包括嬰孩，均不准奪眾生命

奪命之物，不得﹒下響。此孟子所謂可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果?後悔莫及。有

密宗山大圓滿廟建成峙，當布置噶瑪巴之大雄寶殿

7在
.奉獻金欒師?座前設消災起壽塔。將用

勝非常，跤子望。之矣。

還明膠片，一遍掛姓為哼，以藍黑光，及咒苦不斷閻繞，~殊

1中舉蓮師

8 一

一

厲症耶

。接受時聲明不受任何供養，但求加持者，終生不得奪
眾生命(即不殺生)，如此有能相應，病得全愈，亦復

基本幹飾，及超級幹靜，均須會受本尊灌頂，始得

干人 0(各學會設副班長)

王俊雄為班長，每週末將名冊誰來加入。副班長若

四十萬濁。 V以為加持。

及日諦咒二千遍，(本來此事己於半年前開始，咒誦到

此組織本人當主持，每日修持常課，必修本也
尊。法
」，
密法於三一味耶，必須嚴守，切勿輕越，致得反效

下悶。〕灌頂之際，宣布組織。

會」之組織。於本年一一閏月二日本尊(一專指郎金藥帥，以嘉賓。如自己作客，對此雖不必反對或批評，但於即席

不少。因念「預防勝於抬療」'於是乃有「帥酬金藥師法
，尤須愛體弱小動物。自己宴客，不得奪眾生命，以享

••

傳著。

《一一一罐罐決定論》…一及其詳
一釋
生之
平作
記要
一、前言

林山智安

甚受新蕾二派的重視，其內容總攝別解脫戒、菩薩戒及

就三盤，均不可思議。其所造論，精簡扼要!而內容非

律，嚴為護持，成一切比丘之領袖。其學問、戒律及成

一《一一一律儀決定論》是西藏佛教後弘期的一本名著，一
雅單巴在立十五歲受近圖戒後，一直依照律嚴之戒
密咒律儀，以下分述此論及其詳釋的作者生平等。

其意為雅皇之「大善巧成就者還花白在勝者金剛」。其

媽、在遮是也。雅且也是所有巖傳導師中少數之現出家身

，故於大幻化觸本續傳承中 第三十四位譯名為班青班

二、《三一律儀決定論》及其作者
常豐富，其名著《三律儀決定論》至今仍嘉惠後舉。寧
《一一一律儀決定論》全名為《一自性大國滿禮之艾分
為一
派一
之一
導師，常引用其論著，作為莊嚴之格霄(座右銘
律儀決定論》'是寧瑪派巖傅導師雅里巴的著作。、雅里
巴，又稱雅一旦班青啤嗎汪精多傑'簡稱班背啤嗎汪滑， 雅里已在寧瑪派教傳傳承中，亦是一位蠶耍的導師
生平可詳見《商誠古代佛教史》第六章甚深切近巖傳之

、南卡泠佐等等，由於其精通顯密以及聲明，閻明等，
釋而成。法官一口祥、，又稱雄青連磨師利人羅青違瑪詩列~
因而被人稱之為「鳴哈班知達」(其意即為大善巧成就
雅在趣啤(雅汪卓巴)、羅郤巴爭錯，其意為「大釋師
者)。
法吉祥海」。其生平亦詳見《商臟古代佛教史》第五章
四十六歲時，雅皇巴在笙野青夫最頂上面的佛堂內
長傳教誨如大潤不斷之經幻心來源(第二一一九頁〕。法
取出巖薇!因而成為巖傅導師;所取巖傅法，至今仍弘古祥之生卒年代為西元一六五的至一七一一一年，壽五十

歷史(第二七一一貝〕♂雅里巴之生卒年代為西元一四八者也，由於其持戒嚴謹，故為新奮二派所尊仰。其論著
七至…五四二年，壽五十六歲，其修學廣及新舊二派' 《三律儀袂定論》月
收於《寧瑪教傳典籍》(噶瑪)之
17
的父有蔣揚寧腎、釋敦香波心一羅窩釋清、羅窩堪背舒囊內。台北版西藏大藏經中即有此論。
倫朱、古紀班青能澄巴桑、蔣揚羅爵巴、蔣波笛敦釋迦
玉、《立一律儀決定論釋》及其作2者
香波、柯敦舒囊丹僧、沙魯鑼青、郎金卓桑、南卡巴登
《一一一律儀決定論釋》是由寧為派大的法吉祥首先詳

9 一

一

••

傳授為最多。

清車之清波爵麥多傑，即大巖傅導師法玉不變金剛)之

上帥不同之教誠摯習之。其中以其兄郎金笛打零巴(笛

九歲。其修學於新舊兩派之法耍，無所差別、從二十位

編輯。其版本較多，有德格敞、納塘版、拉薩版、北京

名的佛學大師布敦﹒仁欽珠(二…九 Oi 二王八四年)

嘎多吉編輯;《甘珠爾》的目錄自夏魯派的針始人，著

由《紅史》(成書於西元一一一一間六年)的作者蔡巴﹒貢

》一一一四部);《丹珠爾》三五五九部)。尤其翻譯

》三五二二部);德格版共四六七三部(其中《甘珠窩

版、理塘版、卓尼版等，都數﹒也不鑫相悶。如，北京版
法吉祥從四十八歲至五十四歲筒，不斷傳授秘密心
要輝、一一一律儀決定論、般若等顯密要典。為使佛法久住共四五七七部(其中《甘珠爾》一 O 五五部，《丹珠爾
，其所造希有論著，凡十八部。
心三部中，也

卷狀如此浩繁的經籍，沒有數代人的辛勤努力，是難以

v

是一蔥姜導師，其兄郎金筒打零巴為第三十七傳、法吉

企及的。

法吉祥在寧瑪派教傳傅京的經、幻

祥(羅青卻巴爭錯)為第早十八傳。

就內容而昔日，藏文大擴經如同漢文大聽經一樣，其

贊頌、績都、般若、中觀、經疏

律部、般若、華嚴、質積、經部、績都、總目

主幹還是經、律、論『泛聽』。如，德格版的《甘珠爾
》輯有

錄;《丹珠爾》輯有

、唯識、俱舍、律部、本生、書翰、因明、聲明、醫方

明、工巧明、修身飾、雜部、阿底峽小部集、總目錄。

藏文大競經比漢文大旗經晚山山數百年(漢文大藏經

編輯於庸、刻於宋)，它編錄的內容除了佛學弓二職』

外，還編錄了文學、藝術、夫文、曆算、醫獎等方闊的

作品，既廣立搏。自它問世以來(它的基本內容在編前

以前的年代裡已經存在了)，以系統的百科全書的形式

，影響了藏民族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

1 。一

-

四、結語

《丹殊商》部份的目錄

••

由於《一一一律儀快走論》之重要，持明無畏金剛智〔

智慧新意管善說甘露儘》以嘉惠後學。

0

綴文大藏經的輯錄，大約在十四世紀中寞。分南部
《甘珠爾》、《丹珠爾》

••

敦珠法正)乃將此論逐字逐句解釋，而著作出《立一律儀
決定論逐句釋

前述法吉祥之《三律儀決定論釋》及持明無畏金剛

••

智之《三律儀袂定論逐句釋》也都收集在寧瑪教傅典籍
內。

份

••

l

分二

經文詩一漢 元翰林學士安裁

葛列恩士林

論文原蒜、 第一告達賴喇嘛
諱莫

弩漢一:﹒球文仁一

乙一根本咒;乙之一一十一種禮讚經。
一已一根本咒

0

gz

，宮，從印度經典，譯出

M立
W了
ωω-Jm3ωg
豆。二
付ω
印勻的

Zω
一…某些教派持以下之晨一百為一根本
咒言

言
m什汀印。
付了印白白片
白付印aH叫
2ω
33ω
，3AHω
們Mm呵ω
﹒

但是，譯師 ESLogs
以下頌句

「嗡 敬禮多哩速疾勇

2

(DSZZ

丘之真霄，亦使用於其他二十個頌

由是之故，「嗡多睦都多哩都哩莎諒」

共莎訶字我被按」

﹒都哩能投誰勝義

都多哩者除怖畏

ω句話

…經文正文，名為《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鸝讚經》

Jj
甲叫一經文正文

續演說，此驢讚皮母之陀 1
羅尼。
dal

《聖救度佛母二十
一種
禮讚經
寶論》 (上)
敬禮立一寶
以立一門敬禮皮母
可三世詩佛威特力
十方統揖薄迦兌

將竭所能以廣論
二十一一種種讚經

•• •• ••

iJJ

中，大部份上帥部據之，而為根本咒。

芷江防勻。什乞丐。 25
3

一

11

…

心覓處述那所說法

大部份寄宿悶意，在密鑽回部中?《度母親》屬單
績。而《聽救度佛母二十一種體讚經》，可特別在會績
經典，第三十五章之第三部份中尋獲，經名為《禮讚要

無

救度佛母|諸佛之母》。雖然此經說屬事績，但亦有說
其可以無上瑜伽績解說之。
甲一經文來游
i

」於是薄迦梵繼
o

•.

••

••

/

「峙，文殊師利!此佛母，其為一一一世諸

一時薄迦梵↓無上究竟勝利佛陀，語文殊師利
盡智慧菩薩去

諸佛，皆頌此禮讚'汝亦應至心蘊讚

佛之表徵。如是故，呀，文殊師利，過去、現在與未來

••

乙二
J

i

，有如母之與子，一切平等，無有分別。
丙三五文(分三)

了一讚頌傳說緣起…

，為主題之

簡短說明。

了二讚頌莊嚴裝徵

4

三十一種種鑽。

即禮鑽文之第一行

二十一種種讚經(分三)

丙一之序文

i

了三讚頌菩提勝行

丙三正文

丙一一一結文!敘蘊本法之利益。

丁一讚頌傳說緣起
(1) 「敬禮救皮迷勇母
自如剎那電光照

三世界尊是華西
從妙華中現端嚴」

5

戶丙一序文

﹒嗡殺權至尊聖皮母~…(

Jf

.「嗡」'此句第一字?意指皈依，禮拜與清除心之
染污一。

~「敬禪」少有一一義，叫掃除由業惑所生之不盤問與障

敬體之對象為皮母，其由觀自在之淚水中化生。而
F

觀自在為 大悲菩薩;諾佛悲心之所其現，顯為輪迪之蘊
222)

迴中受苦者，並未因此而顯著減少!故顯得非常沮喪。

傳說，觀自在雖行種種行，盡力而調有惰，然見輪

22 5
∞
， 323ιEg
OZB

12 一

一

礙，以及微細之煩惱。∞專一誠敬，以身、語、意作禮
拜。

「至尊」(心的zgg) ，有二義，「至」(心的)， 身，作一…一界有情之依怡。

，意指度母外而其現自我解脫之小乘修行;內雨表一本利

眼淚由其蓮臼混出，致流滿地成湖，湖中綻閱一朵運花

意指皮母為三世十方諸佛中最殊勝者;「奪」

他菩提心之大乘修行;並且密而表徵守持之會剛乘三昧

聖度母!不可

「峙，聽者，願救

l

?謹度母於內顯現，容面端嚴，盤問妙勝如千朵蓮花。

由是諸佛之悲心，化身為菩提之泉

耶。

「車」.，或「凌駕」'背心指其境地還在平常過失之

據

度無邊有惰，建離輪迎。勿再掉淚。顧攜手致力，調伏
有惰。」於是自其雙目，射出光網，普照三界。
所言?此為皮母化身之

了f
則較深賞相之障礙!已然斷盡心一 思議事業之本尊。其面觀自在而去
上，或其境地中 pe
叮度母」'意指「自在」或「解脫」o指其境地遠
超苦海。為女性之舟語，亦指其境地中無有貪著與瞋悉
，平等關愛一切有惰。「皮母」表徵對一切有情之關愛

••

一，名為「救度速勇母」舟
-O
←i
TF一讚頌註嚴表被(分二)
吋-戊一:…
讚報身莊嚴~〔』讀大樂身)
r

諾夫一無身{分二一):。
三T戊-Tf
-H

J法身智輯
;三~…一-f戌
讀
-m
讚h
真o
實身一)
、叫“

hat讚
-寂
-靜身芯，
心
-忿
1怒
)身
一三L
… E-讚
己一一讚寂靜身(有六頌)也一
…皮一

(2〕「敬一種首輪秋一月每

13 一

一

普通聞為無垢面
4

如干， 星 宿 保 持 聚
﹒殊勝或光超於彼」的
J
此頌描述大樂報身之光明照耀:如百輪砍月一，照耀
光明，在無雲清澈之天空，又如千鹿是街，映射其醋。
某些譯本，也不作卅μ
一而
百讀作「一一八」?據其解說
:'指為報身之一二十二相之一 l l十六顆明如皓月之牙齒，

-T

]

:凌子手勢一
〔3) 門敬禮紫磨金色母
鈔進華47
勝拉嚴

(5

OJ輪秋月母」
此頌指度母化身之一!一(一名爵片古

十皆各表徵于一種圓滿佛智。

••

•

逆足造反七世界
9

(7) 「敬禮特囉風發母

於他加行拯摔壞
反左路﹒尹伯作足踏

悉能鉤召攝無餘」

度母發出「恆囉」與「吽」聲，心輪具「吽」芋，

頂者熾-盛桂明輝」n

J為度母之一寂靜化身，但外現微怒

，而以其坐於忿怒火燄中表徵。

雖然其本質土

，鎮壓三界，全身在熾盛火燄中。

性之智慧，而左蹄表徵大悲。如是以智慧與空性之雙足

此頌為「特囉脆發母」站。寂靜強姿，右腳表徵

，以及究竟大樂菩提悉地之障礙。

忿怒皮母咒，俱威力摧壞他加行，如餓鬼之擾亂等

此表徵空性之智慧與大悲雙遲。其運智慧(空性)與悲
心體性之雙足，遍履七世界，並鉤召所有具力者，皆安
置之於大樂。一

「七世界」'指三惡趣之端獄界、餓鬼界與畜生界
，以及人界、欲界天、色界夭 1無品出界夭。
此頌指度母化身之一!名為「坦囉吽字母」 mo

皮五世間諸神如何作科歎
(6) 「敬禮釋先火夭母

乙二讚忿起相(有七頌)

泉一共﹒殊勝能驅除魔軍與二偉
(8〕「敬禮﹒郡哩大皮母
勇猛能推魔怨類
一也\
於進花面作聾 是
-J

﹒推壞一切冤債采」

月都臨」指皮母。「魔怨類」指魔軍 J為煩惱之成

煩惱障，以及阻礙證無主智之所知障。度母之修法，可
摧壤之障與其種子。

14 一

一

風神會在采俱謀
部多起兌等香等

諸幕又采作稱歎」
世間諸神，如大力一帝釋、大梵夫、火神阿者尼、風
神等，皆向聖度母敬禪。甚至鬼眾如部多、以大臨在夫

為當之起屍、以多問天王為首之夜叉，及其眷屬俱集，
~1

群其琨。「都捏」摧壞四類魔章。其蓮花面顯作忿怒，

亦在皮母蓮足下體鑽。此為一「釋梵火天母」口。
此頌之意義，即在度母呈現超越輪迪之境地，甚至

做閱諸神皆體讚之。即是若圓滿度母相關之瑜伽，可很 而為忿怒菩薩之姿態，摧壞一切內敵 阻礙解脫輪迴之
快超越諸神。

一決六如何一推壞他加行

•.

此為「都腥大度母」叫峙。
導眉建類吽聲字

度母績之修法，具威力鉤召所有護法，如十方護法

一切衰敗令皮脫」

l
母
(9) 「敬種立一寶嚴印

與眷屬，並使役之成就不可思議事業，此種替之力舟，

皮叫一雙手之表教

手指當 心 成 及 相

此為「守護眾地母」口。一

貧窮與痛苦。

度母眉目壁爐且生威，心中吽字放光，究竟度說一切

與觀修度母時所生之苦，其任選如響斯應，自然而成。

會身熾盛光來種」

濃僻方輪鑫無餘
l

左手近胸，以拇指與中指拈蓮萃，其餘三指向上伸
展成立一寶郎。右手作施無畏印，有一真實之方輪嚴飾，

心皮五讚頌頂嚴
(2〕「敬禮項冠月相母

M一

阿彌陀佛雪中現一

起中現勝妙嚴光

常放采妙﹒寶光明」

度母頭飾新舟，妙嚴光明，令有情之熱惱，轉為清

涼。頂醫上坐阿彌陀佛，放妙寶光明，能滿有情欲願

A勾
T起身姿

此頌為「頂冠月相母」路。
皮六

(也〕「敬禮如盡劫火母
安位熾盛頂管中

普通喜說半跌坐…

能推減壞冤敵輪」到
d

猶如劫宋大火!七臼並出，世界土石皆成灰燼'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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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四射，輪過為之黯然失色OOA

一皮白如何鉤召十方護法

「敬禮守護血米比母
亦能鉤召諸神采

一

此為「一一一贊嚴印母」訝。.

皮立一讀頌寶冠典主。笑
(昀〕「敬禮成德權悅母

實冠珠 寶 ， 來 光 僻

最糙喜笑睹﹒倍(嗤

鎮世間魔作攝伏」過
度母了知種種具信心弟子之騏望，寶冠上眾光放射

有如珠霄，一切為之黯然失色。並以「賭坦哩」笑聲，

H)

此為「威德懷悅母」。

攝伏世悶魔軍與八部眾。

[

母安住此智慧火燄中，煩惱魔障與道上歡悅修行之敵蟬
，觸之即焚。心!

此為「如盡劫火母」泊。

。「迷」即來遲疑，無厭倦。 「勇」 ，即無畏，一本
動。(6〉英文課本持反毋化身之稱謂， AF
調F來月，過此則來
故中詩經求?那另加其名給註釋舟。此處英譯本作
「亦相英雄之庭母」 0
(7)「十種勝…丌」持十展。此處只說六度 「純」，即
﹒布施，對治怯宵。「精勤」，即精逸，對治懈段。
「…丌義各靜」，即持戒，對治毀犯。「忍辱」'對
治嘆這 0戶「禪是」'對治散亂。「但無燒」，即假

若，對泊，是一痴。一

••

皮七吽字放光
〕「敬禮手按大地母
〔UH

以足或蹋作鎮壓
現導扇面作﹒畔，捧一
一能破Lt
險鎮降伏」

••

度母鹿額聾躍，自然含威，右足蹋地，右手作降伏 {8)
此積第叫一卸掉之「行」'與第=一旬之「到被岸」'
印，心中吽字放光，充鑫七險而降伏之。
持菩龍之十度萬斤。
曳Y」之月 1
(9)「但囉」為「咄 AY
日肘諱。
此為「手按大端母」 0
〈的〉此處英語本吽「吽聲響撤處立之皮帶」0
詮釋
(且〉此處英語本徉「究竟勝利之反悔」
0
f
土耳品。「紙援(鼓大
慌
扭\嘩
J)
」'
本文中如萌引號之頌句 Ju
自m
﹒是安策一卅釋之經文。 2)
(1)
f
「
持
…
棒
」
HU阱
ω。「他h…
r 叮叮」'持外來之威脅。
音問
〈
2)? 一十一種種讚經」于大且鼠中嘴 一
F 種版本，此領
0
之.第一何一句中皆吟「咄曳」一，但在經文末所附「根(
本自)此處英譯本吽「推圾一本暮之反悔」
十乎其會」 i則作「都曳」，加學八 、
ι~
1 十
、一一十 (M〉此處英語本作「最勝威力之反悔」 0
一吞頌中一，亦皆作「都娃一」
若Y干 (自〉此處英譯本吽「紫植林木之皮每」 0
Q事實上，經文中 AY
(隨〉「時租一H
曳為
，叮都 AF
生P」﹒→
月
去別誨。
月告一加別譯害。(見趴下泣釋)
4之
此處英語…本榨「釣名之反悔」。
(2)
英譯原話 因第一積只為請領傳說緣起.，非讓親真
(3)
0 悔」
會，那真倪志親(二至二十一)，則與咒且看爛。
(隨)此處英譯本作「屯的口祥先釋之反
(的)第4旬之「增嘗 u-r
在英譯本中無比-一
-Fo
皮毋半
「
(4〉「L十一種種請經」尤其中一種版本，有此句
缺赤心丸，也\右晨在路，各表激叮且自備客說」之弟子眾
哈拉攬尊里收度非」一;為…丌太方役，今作「略"敬禮
，與「一提滅壞究敵輪
Lo
互尊史反悔」 0 昏，~
J
令成科研之反悔」。
(別}此處英語本作一
(待續)
••

鼎力
(5此
) 頌中之刊速」
與J可勇」'為皮母執皮之且一植
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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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造，前建士勝來剛為寵情殿南布無~名

B 之無為中'\忿之，救之況一代 z 瞻局印
如

O

垢釋殿不怒石主皮、 o

僧

~，表都-:歇寂寂西，.........，

來在思迦令動!明像眷母先據日~主丹護龍元毒品
，秘士牟其忿
o 共，一建稱昆、殿一建主、)\…耶
於密、尼中怒 J

右五在一:和北王一菩持遺世:一品

每殿喜、主明左為尊為阿中

j\ 俱層黎設花紀 J

于中古藥尊玉為慈。其賴央小盧寺針生鬧一心一官 17

面蠢祥玉為，曹氏大光耶效洲洲代(第大?三處;盟 b
?于i→菁、大主賢、當母巴須

有方驢無

B

O

、衰亡EfL土擴充九二;工

眷、觀頂一。洛彌關閉須

g

剃，去太王監

三如、量如共金世下再洲山於牛彌 g 度先有釘←、譚一
眷來忿光來十剛音殿右，山主賀山 c 僧後 f.i} ~\鑫館~ ~
屬等怒一。?正手瓷、，為其主殿洲 ;-33.G 人入德， "

j\ 像尊其右尊、地其六中形當和四)、之藏真惜

菩 b 聞自左為、'文藏中字盒，時東方按寺一。傅於，
躍上與右燃依殊人主‘大尊僅布勝阻佛院工布吐
近澱根為燈西、喜尊明為奠種身殿教 1;
佛:莘;

子
j丸，藏除官為，聖定之一洲代對 i
二法 JZ
F 其依大在法障 j祥自在觀大雕三γ 袁世桑三"立直
內中支菩為造、、黑為世首塑;四界那
過及
中主那薩慈之無三寶馬音頂與遲大的寺一言育;興
佛尊法近氏。垢界山頭，地壁有洲殼，
印臨

像為建子，又居尊迎金右基鑫小(想仿

格薩修名僧少住
魯迦繕

度了

無花三上喜手

隨眾，寺

均主:生恥樣、

里

吉，有五

派派，∞從自一文中抖落上密參二寺中藥祥依菩了T
取管其十，減物之後成為法-加 o
、耶佛印戶提細

得瓏後四來。一建盧宏至彙

O 一修赤下寺，一度聽說

西;逝世作商築梅期令耶
藏只於紀建;盔，與後， '寺
地有寺中寺一十一更拔一，經落
方護內，以一τ 受熱由過成

建一松三西有法 t垂及:
工德層元菩建、也﹒
L 程真分一七 J 薩造金三
。親別六?眷~之剛土。?

統法。躍來世嚴 p 兩~於七說:一蓮一自依工屬 0，檔繪

治神原迦第紀…重人割次 τ 之

花一主印年閻上等-古色

以殿為自一:中破不據毀外

來，商之次:壞合混壞~觀
仍瑪舒修-熱一一戰維。

生三持式始繞一祖十之
是了、建 0' 頂 J 方)
響破漠，一
蓋-佛

每由派囊繕譯無奇 I '修
遇帝之堅。經人起寺，
戰瑪中對
師修火巳茲

宗恥土式七
大奠、一六
帥一華一藏)六

爭派心寺

:多繕{并逐分

古漸誰也

遂開建:建一綿 7動:抖

災 λ 院作

查香殿蔽之

於光 h戚戚

、僧寺再

疫主，大
v 巴一火堂敗:
等持改規一帶寥燒。
大。屬模
幾寥毀加戶
事自為之
千，不以

，、武年

，菩
以薩
』錦-、決

一

一

鍛心不→

J 花 J 明心安

藏典芋， ' , ,
~:':紋王
地聽亦困的
之弘﹒三 L; 稱主六四金
揚一蓮為殿
角剛一
17 一

六

一

的解放前是在熱振上且強白盤西攝政期間三九三
一九四0) 進行巨大維修，但由於十個世達賴之親

「幼而穎悟，長博聞息，學富五明，淹貫三薇。」洒一

贊，其娃子八思也是薩迦第五粗，叫田擁王阻史』說他一

薩迦 B 班智達(簡稱龍班)崑恭初己，亦名貢噶堅一

門內思巴簡史資料室一

起，在拉薩舉行「藥耶學術討論會」一進行深刻探討。

件，←均遜寺中噶瑪派僧人作法讓解也;而學習則兼學一一一派
'始能恢復。至一九八四年五月二的問藏社會科舉院發

教義，歷任庭生仍由薩迦委派。如是情況，一叢至改革
中肘。

的十七、十八世紀間，不獨修繕，抑且增建，如主
殿金頂上增加金瓶。一…層棲頂四周增建鍍金鋼女兒牆，

使更壯觀。第楷德列嘉措攝政時，還從達賴七世之囑托
，加以巨大修繕及擴建。故有「第楷德列嘉措對桑耶寺

中心大殿、四大洲、八小洲、王妃三殿等，進行琵犬修
復及供施之功德，均比藏王赤松德真為高」之紀載。
MW
一八O 六年洒兢地震?寺受局部之破壞，經半年
搶修始得恢復。

的一八一六年，桑耶寺發生大火災，主要建築，多
被燒毀。及後發現壁叢中尚有「烈火熊熊?僧眾救火，

大殿被飯，以及修復」之場詣。此次修復工程?由一八
制約噶廈政府又委派噶倫夏札睦旺秋結布，對寺進

一六年至一八二 0 年，共歷時四年。

i

行一次比較合眉之維修，歷時五年。
四

政，與熱振攝政王廢點，工程停止，未能結束。其後為

政府所重視，於古建築及古文物古蹟'政委員會，加以

o

近年閣家撥出巨款，逐年維修

保護。惜又連過十年浩劫，破壞比前慘重，旦有不少處
夷為平地，為歷來既無

0年，被封為一

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南征，八思巴代表薩班到六盤山會一

兒，此後遂一直追隨忽必烈，西元一二六

國師。從此西藏與內地關係更為密切，內地文人、工臣一

也相繼入薇，造紙、建築及各種技藝也不斷傳入西藏。一

間元一二六四年元朝遷都北京，設置總制院，掌管全園一

佛教和藏監事務!八思巴兼領總制院事。士一六八年他一

奉命創製蒙古新字，有八思巴蒙文之稱。加對帝師、大一

寶法玉。八思也一二八四年去世，一生活動，進一步鞏一

ν

閉了西藏和中央政權的關係'推動了蒙藏 、戴漢民族之一
闊的文化交流!其功德不可思議。至其指示築輯『大乘一

要道密集』之印行!使大圓滿之典籍?比初期傳入漠地一

-貢
1噶上飾、數珠瘖波車一一一位，平七百一

崇奉，此一一者是職漠之習俗所使然，此則無可奈何者也

年，其恩德豈可稱量。若書內文錯亂顛倒，及祇限宮間一

之諾那呼圖克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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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無垢修持
苟不能以方使如見雙融，密咒將流入

進卸口授移喜搓嘉佛母戒嚴
是華大師去
歪道。
方便者修法之無誼原則，或為生起、或

聽鑫嫣自…宙間
何謂也?
大師答當

知見為見，法界空性之義及自光明。若不

o

董

f間崎\

進華大卸去

1.

AV
分離。

若不修根本彼符無〈刀，無法入空性界

無能達佛境。緊記之

總之，將方便與知見分離，猶如鳥欲以單翼飛行，

能入於修持中，故須將二者雙融無

便之知見，無能有任何境界一，以無知見之方便，“法性不

暸知兒為自空性，於己體現，則非λ於知見之道。無方

為圓滿次第

自
日司

磋嘉嫣由一一品
何謂也?
大師答昔日 於上座縛，住於如幻法性中，覺受而非
分別。於下座時，瞭知一切皆為空性、無自性。對空之

覺受無動觸與執著，必可超越土屁不座，離於所觀之境
及特徵'如雲一霧於空中即時消散。
總之，無論土座下座，觀法性者超乎明與障，如攬

下

黃毅英漢詩

艾歷啤﹒嗎恭恭著

楊奴率為俄品加一及生嗡客已取農

••

何謂啦?﹒

大師答一一=
於同
上鹿時，住於自然法性中，於況掉生

磋嘉搞自當

法，仍不免聽入南端之過息。

進華大師一去 修持時若不能自然清除沉掉，縱有修

鏡觀物者。

、岫蟬/

起觀照之，見昏沉本亦法之空性。於掉舉生時亦觀掉舉
，所掉舉者亦為空啦。

若執著於擴棄沉掉之念已除，則無染於認定其為實

體，、沉掉即自解脫，而不會推之至權則。若能修習自然
清除沉掉者，自生之定境己生。

總之，一切定境為對治沉掉者，則變為思維之定。

1.

若不能將法與生活辭令，各皮修叫法即

暸知沉掉之根乃空性為至要。緊記之

o

進華大師去
變成胖絆

磋嘉梅白骨間 付諸也?
大師答雷

修法時，平等住中所覺受無造作之法性

，應帶遲不座後之每一境;或行、或走、或臥、或坐。

於一切所為，若永不離此修法，即能長住於此法性。修
法即超越各座之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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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之，修法者因其身心?不運用修法之精耍，即為
緊記之

o

甚深教法無結義。

依止具相續傳承、妙成就之上師為檻至耍。緊記之!
進華大師云

磋嘉嫣白盤問 何謂也?

••

大師答盤問 著殊勝之上師章說甚深法，縱為一霄，

••

法。緊記之!

磋嘉媽白宮同 如何引致耶?

只導致聲間斷滅之﹒境。

進華大師法

縱修何法，若非為采益者，修之法，

總之，若法之上師殊勝，無論何往，汝均得蓓一深教

磋嘉，汝無生之心為笠、明、遍滿。當常感受之。

其器弟子即依之修習，定法即生，果能圓滿。

••

枷鎖所絆

郎以

o

進華大師 -E若不行獻供與織罪，則紫障無法清除

磋嘉嫣白骨間 何椅也?
大師答哥一口
於修口授之時，應「以法鑄造」
若以

o

觀懇、獻供、繞行，撞撞澄(小泥像)及食子、朗誦、
諷頌、抄經等法行，轉為無修整之道。不斷行此
染著，懈怠等，則無法歸溝目的。

彼等不能成覺悟之道。此則成為無意義。

總之，若不以無分別執持著法，所作善業只引輪迎
中之樂為果

以此之故，於無執染之境界中行身、甜、意之善行
1.

進華大師 -x若於修法中無有示相，則教法仍永生

，尤為單耍。緊記之

用。

磋嘉螞白雪白 何椅也?
大師答滑向 內示相為內在而生之樂、坊、無念。離

諸實執，不為安念所牽，心郎自解脫也。
獲得法的加持之中示相，為能斷惡念，超諸艱難，
不為病、垢、魔所亂，此時加持，即於自身語中現。

外示相為心以修法得自在，不為八風所動，我執之
給自解。

總之，若缺法之土師者，定法無從生。以此之故，

大師答昔日 將口授作為修持，修習佛心以得覺悟，

乃為眾生利樂故。為一成就他人之利故。此非共乘之目的

。為己之平靜喜悅，放下與解脫，乃下乘之道。

總之，只為一己之平靜，為苦之源，且無義利。

修法只為自利，而得樂者鮮也。以此故，只為他利

o

緊記之!

而修實為至耍。為他而修之時，即離我執而自身利益即

得成就

進華大師…E 若不以無緣大悲作修持之依據，一切

功德源即浪費。
雄嘉搞自言:何以故?

大師答一一百
有執之功德、嗨，無法增兵故，必蠢。若

善以無執固向所修，功德之源無盡，此亦即最上覺之主

?ι

nu

••

••

••

..

..

••

••

••

••

••

..

••

因。

無執者何?無-「我」、無「他」
、亦無功億游之想
將一切想，溶於習性中。

o

修法者，得好基礎為耍。

總之，以自心為設，作一一一寶不睡棄之行，結果必為
殊勝，緊記之!
進華大卸去

聽嘉嫣白峙曰:何能得之?

大師答一一喘
首口
者，若缺積聚資糧，則無能遇具口訣

之上師。若缺數敕修習之業，無法暸悟教法。若無誠僧

兵善巧方俠之功德源，超乎其他。

並將功德個向世法或名聲，為顛倒之間肉。
1.

總之，功德之本無誤，若為無執所持。現有所執之
我已行善
進華夫卸去

1.

i

凡俗而加努力，其果必殊勝。緊記之!

進華大師一一百
護知佛法無有義利
並實行之。

磋嘉嫣白一一一曰:如何行之耶?

大師﹒答言 對見廣大瞭知?對教法無選兒。奪修法

必以之住心中，

要之，捨所應捨，為所應為，勿令身、語、意墮於

就，須無數囡緣之和合，故當精進

若均無上列之過失，修法必至成就。無上覺悟之成

離輪禮中之追求，無有能於修法得圓滿果。

忍，無法入修持之道，而功德轉聾於懈怠。若無決定出

道而馳。若無口訣之導，不能知修持之法。若無精進堅

，無能見師之功德也。又若缺戒律及誓句，則與修法背

磋嘉嫣白宮附 何謂也?、
大師答 -日7 若以盤問巧前行口授，練於真議，印以無

執之四向。此即能達超實執之修持，縱修何法，功德之
、源增長。
要之，至為扼要者為令功德之源無盡，不斷增長，

1.

萬至得無上斃。無論如何，放下閉向之處、間向之能與
所?不著任何痕跡。緊記之

FF

付諸也?一

與調諧修法並異同一誓旬之友作伴，其為不追求對
間法，為未來故決意修善行者。
依附調諧無錯三教法，將之實踐，遵照具德上師之
敕'修生一間次第之甚深教法。.

衰。與此一一一無分，魔羅無能障y也。

••

化身大師進草生一咒 與立一調話之伴和
A口，即能除魔
雄之障。

磋嘉嫣自會

••

九何答一一口
向問
調諧之真賞土師依止，觀之常在頂上
，使得向之祈禱 及 獻 供 心

••

之寶座，將一切法，之義，集於心中 o啟行為之門，莫令

兒與行不合一。其得果之信，使輪涅一於法性。知守一一一

昧耶之規範'不越此戒。如是修者，修法則無所謬誤。

總之，勿讓修法墮於平凡，將之吸收於心，及以之
寶踐，緊記之!

一 21 一

••

••

••

••

••

••

••

進華大卸去

於未來世，宋世黑暗時期降臨時，有

息稱修行人者，未得允許 j 卻教人修法，自不修持，卻

教人修持，自不解脫，裝作教人解脫之道。充滿私欲，
而教人拋棄染著枷鎖、叫人慷慨。對自己所為之善惡，

一無所知，而信口通人家所為是靜是惡。白無定境，証
稱利他。苦知將來以佛法之名，裝作偽善、欺詐、行騙
者多矣。

1.

此住一切均為無常

1.

至為明顯，應

3

生之享樂，而積集惡棠，實無有心者，其心已腐朽，魔

釋之鬼巴潛入其心，其為諸魔所騙矣。

若由心深處以三寶作依怡，修即身成就之法?絕無
被一一一寶所欺之可能也。

受欠缺衣食之苦，賞無可能啦。人常稱缺修法用之

衣食，故無暇皈依或修法，並謂無有餘暇，其實為無恥
而自欺也。

當下，當諸根具足，並有蝦之時，若不努力修覺悟

，盡力使死恃無悔 1.
自顧而盡力，望有救他之能力。

未來世其器者，吾遺華散人，無証語者。任何所為

總之，修法者無有成就，除非緊記死字於心。

、近。於此之時，方才發狂想諸法，則只惜遲矣。緊記之

之法，轉瞬即被業風所吹，當至死去之處，而死之時愈

於未來世欲修佛法者，當讀此蓮華散人所造之囑一一一日
並自驗鐘之

1

以身、語、意一耐心誠承事之。

1.

多間成就大師之傳記，知其如何自律。覓

當觀輪迴過患
自內省思維
得其德上師

於初，勿與之如平輩之交友，而以學習與觀想斷措
邪妄。

此教授，名為「無垢修持品嘗己，顯為無死甘露之

心耍，向化身大師進華生處所求者，以身語意至誠而求

次不斷修持，並作堅忍。

最後，以修持將法融合於心，並對消妄念等。

刊以後世利益故，將之紀錄將之處歲，以不應宣說故

者﹒卡珍磋嘉。
見諸迷失
o

常守誓句與戒律，無令退轉。修法無令間斷、或推
遲，應部修之，以實踐所發之顧。
縱替一散人已得成就者，無有散亂之時

眾生，正受馳求世法、煩惱、欲單及黑業之苦時!悲欲
泣﹒啦。心為慎慨而瘤。

已得太身，由善惡業而受樂與苦，不期以即身成就
者，縱修一座皈依亦無，而代以追求、野心、散亂、今

寶之印、密之印、北付之印。

此為「無瑕無垢修持品嘗」之講授。

若遇兵器者，當俠之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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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主嘛喇德度拉色
臟安 j查渣﹒卷經塔利舍山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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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藥金郎行舉會學南臺於師上
會法師藥金都起發並頂灌

要心行空密深示閒

一 -

等土淨間人﹒講八十學佛一座講學佛行舉

一一

弋?

早J

清除報訊、/十且精品品﹒黨

H 心棉峙仲排僻棋時，埠醫
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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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舉明清會學北薑
會法度超網仕幻大

一會法頂灌黎閣阿
中志高

錦高

i賓主軍顏 :者頂灌受新

輝正球成為柯書勤縈

華明呂止時祈像

一座譜法密

阿盟血叫一一一一

l 法密習學何如

師藥金郎﹒薩菩殊文
會法 T頁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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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與
西

藏

教

黃毅英

ogl

丘。ggωω)
和原始意像(〉門口缸片咕咕。〉等意念如

己 ZZ

勻， HSS

手

下任職。此時，佛洛伊德的「夢的解釋」經日出版，起

學著名精神病學家布萊勒ahz

卡爾﹒榮格 (P己』 gm) 是瑞士人，於一九。。
但獲醫學學位後，郎對精神病學吋產生興趣，在蘇黎世大

何源於中有之教授，以作為補佛洛伊德理論中不足之處

gg

內，他更詳細敘述他的集體潛意識怠。=。丘吉

予我無數敢迪和發現 9更給予我基本之洞識。」在該文

度印行，它郎為我(指榮格本人)的良伴，它不只會給

口也戶口s
。sgga) 中充滿
「心理詮釋」屯的河谷。m
目戶。
讚嘆之辭?並謂「多年來，自呵中有開教得道密法』初

拂

淵源自古老的西藏密教哩!
聽。一九一四年，榮格的「潛意識心理學」出版，於是
榮格在為伊蠶斯誨的「中有問教得道密法」而寫的 與佛洛伊德的友誼完全破裂。榮格便辭去了國際精神分

9ι

?-

初並未引起大家的重視，但榮格韻後卻深表欽佩。一丸
。七年榮格專程到維也納會見佛洛伊德，連續談了十三
《引子》
個小時，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從此，佛洛伊德便把榮格
榮格 2.的-Y品 wgatMUG
〉H
是繼佛洛伊德後心
視為其學派的繼承人。一九二年，榮格便就任攝際精
理學的大師級人物。他所發展的分析心程學派，被視為
神分析學會的第一任主席。
能補佛洛伊德心程學之不足，而最具發展潛質的心理學
然而就於此後不久，榮格開始發表不同於佛洛伊德
派。但文可知道榮格締造分析心理學的主導思想，卻是 的獨立見解，由於佛洛伊德個性很強，兩人關係閱始交

樂

積神方商亦一樣，由對法之衝擊與和合，即可煉成人格

期(〉口悅耳 mmol-父
- 母開始訓練便溺之習慣〉、戀親

從晚手指等得到滿足〉、肛門
口腔期 (08日 ωSmo--

析學會主席的職務，而建立自己的分析心理學(〉5 寄: 兩個層面，而精神力量則由本我心皂、自我(但鬧。)及
民nMHan肘
超我(ω惑。峙。間。〉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本我的作用是
F。
O 閻明)的學派。
直接的，一小加考慮的作出反應)自我則以唯樂為原則，
榮格從其對東方哲理的接觸中…，領悟到「心理」和
「生理」'「精神」與「物質」，不是割裂地劃分的，
超我則自孩提時，受社會規範而成，一方面抑制本我的
私悠，另一方面則激發自我的精神價值，以取代其物質
開始瞭解到「心物一元」和「一切唯心造」之理。從對
中園(與西方〉的煉丹術之研究中，他叉領悟到萬物不 價值。
佛洛伊德吏認為人格最受前五期的影響，此五期為
外乎陰陽，由陰陽的對治，便可將物提升而化鐵成金。
上的金。而從古丹道書中「陰陽」、「龍虎」、「鉛汞

」等卻叉瞭知彼能皆為一些符號之代謂 3應暸解其中一套報 期(早已戶口 ωgmoii
子戀其母、女戀其妙〈)、潛伏期
(H丘K
。早
由身體刺激代之而對闢闊的好奇等
ωSmo-最後，經過六年的思想鬥爭中，他從繪畫擅城閩中 )及生殖器期(mop-g品Z
。 i 開始曲同性的嬉戲轉

能影響近世西方的一個思潮，本身是極有趣味的事，故

意像和大我〈的
OZ)等概念。
當然，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派，是一套完整的學術理
論，而國識佛教，亦多甚深之宏旨，兩者均非我等泛泛
之徒，可以私議，然自以為如此古老東方之微密教授之

脫，則堅於投生中有，在此期間，純由業力牽引，若入

實相中有」與「投生中有」

中間的中有過程，分成三個階段，即「臨終中有」、「

索到「投生中有」階段。中有教授中將人死後，再投生

眾生若在前二者仍未能解
o

，戀矢則感生為女，故入胎之後，殘留於潛意識者，主

司ζ

，找到了一糕的出路。他開始每天描繪連城間，從中間 而對異性感興趣〉。這套理論雖然完整，但可見強調了
始領會到每一圈案?均表示當時的內在心理狀態。此時 性研起的作用，而遭頗多人反對，他認為人之間阪大原動
，榮格造了一充滿圓像的夢，他便意識到應向潛意識進力，乃對性之衛動，及其昇華作用，臀如人建立事業，
發去閱拓其理論。自此，他便建立了集體潛意論，原始 從事種種工作，其動力亦為性慾之昇華等。一
榮格在「中有開教得道嚮法」的心理詮釋中指出﹒.

謹收集有關資料，於此試作一粗略的揀述。

於人潭，則主導為食欲，見男女交 戶
λ 口，戀母則感生為男

佛洛伊德之強調「性」的原動力，是把人的潛意識只追

《從中，有教授突破佛洛伊德》
佛海伊德提出人的內心活動，分為意識與潛意識的

QU

∞丘39

而這些原始意像中最根深蒂盟的莫過於 1大我」(
這或可等價於佛教中所諱的我執。由於我執，

要便是佛洛伊德所說的「性之原動力」了。而接榮格所 的方式去行動。
解釋，這也便是戀親期中子戀其母，女戀其欠的原因。
榮格認為 佛洛伊德追索潛意識的理論，不出投生

ZH)
，即是一種修行，陌生存本身的是一種
ω。

mzEO)。

意識與潛意識，還便應放法自然為指引 (pmgzmm

病。治療的目的是自我的認識 (8-hIB
芯m
丘M
吉尼，還
或者有少許「認清本來面目」的意味，而其關鍵是協調

。問旱。

中有境界，而於其上，有「臨終中有」與「質相中有」
遂將各意像個別化〈 EE 〈叩門古巴
-8)起來，而形成個
。在性原動力之背後，是業力的驅使!故性原動力，只
體的性格。佛教中亦謂七識起分別執著，認定有我，及
是原動力〈業力)的一部份，在此之前，具有更原始，我所，而成為前六識及種種之習氣。
未分化，其於「性」的精神力量。
《主動想像與密法中之觀想》
於是，榮格便提出在衛人潛意識的深處，存在著「
榮格認為他所進行的心理抬療中，並非全屬治病性
，而是屬於一種自我的教育，和對心靈的治療
2 日。
集體潛意識」的概念 。

《集體潛意識》

潛意識，還是性格發展，均局限於此生，

3

從上所述，明顯地，榮格的理論基礎，是深受西藏
密法之影響的。在此之前，心理學家的立論，無論是關
乎心理發展

以出生時為一生之開始，頂多使考慮「胎教」及「遺傳

在他進行的心理治療手法中，他是強調因人而施的

，但最常用的兩種即為對夢的分析，和主動想像法 (RZ

菌素 L'叉或社會文化能下的規範嚀。榮格以其受西藏

密法之影響，則開始考慮生前所附帶著的業力。遣一來

戶
gmwmEE口
E)。一

」。為了瞭解人類集體，以及個體的心理活動，必須研

他和佛洛伊德一樣，認為「夢是通向潛意識的捷徑

5

立

集體潛意識，是從入類祖先的往事遺下

1.

先得承認了輪迪之學說?亦可算為心理學打開了一佰新
的局面。
榮格認為

究潛意識，因而必須研究夢。

神發展，起最大的作用。還或者就類似佛教中所誨的共 至於主動想像，首先是令個案處於一平靜之心境，
業。他叉把集體潛意識中的先天傾向，稱為「原始意像 無執觀察任遲一生起之意念。這也許是類似佛法的「止」
」，把它們看作是心理經驗的先在決定因素，還種因素
。然後命個案將剎那的(心理)經驗周文牢、圖書一或符
，促使個體按照他的本族祖先，簡臨類似情景時所表現 號邁出一。之後使著令意識主動的與潛意識對質，直至兩

來的，潛在記憶痕跡的倉庫，它具有強大的力蠱，對精

一

29

…

••

者達成協議為止。還種利用圖像，使意識與潛意識對立

《表義與原始意像》

閑之誣蔑也。

密乘源流簡述」中已有詳細閱示，信史可徵

p

實無容外

不少西方學者，目迷於藏密之本奪世界，乃誣指密
，利用了類似觀想的方法，觀想個案繪出之間察和韓城
間。榮格亦感到這種方法，存有執著幻想的危機!還種
宗為多神教，泛神論，源自印度之婆羅門教。文或謗之
深入潛意識的譜法，攘榮格稱，就等如由「投生中有」 為「薩滿教」(聽滿 i巫師之意)。原始宗教，源於藏
逆流而上「實相中有」'故他強調一合資格的分析員( 土本身的樂教;而更將蓮師謗為巫師。於上的之「
gmqz 〉作指引。有人便認為，此合資格分析具之個

別教授，就類似密乘裹上師之口耳傳授。然會剛上師之

諸法均為戲論，我們將之強加名字，說還是筆，那

足應勝解。」

至於藏密中之本等及表義，實則各衰行者本身的一
果位加持，攝集一一一寶功德，及以心印媛傅承，則叉量為
些能蠱或特質。故「靜忿生起略軌」中茲去 「本來其

世間導師可相提並論呢?
為妨行人著於觀想過程襄之諸相，修法塵滿後，多
將麗色壇城拭去，觀想中則結一之以收攝，將情器收入空
性。而密乘猶強調各衰義之勝解。對於造一點，榮格也

是紙;還是寂靜，那是念怒，其實是一種符號性之表示
(語言文牢亦是符號之一)。但這種文字符號，有種大
的局限性，如「紙」之…竿，只可表示紙作為紙的用途
，至於其質料，又不能表示了。要說「宣紙」，才知道
是書法用的紙。但其顏色叉表示不了。要講「有木板水
印暗花的白色宣紙」。但多長呢?﹒出產站呢?出產年份
呢?都朱:詳述。文字更有地域的局限，西方就未必

與息的想法。是故「 心 靈 治 療 」 也 好

9

修止修勸也好，

叉到下一個痛苦，如春去秋來，輪流不斷，亦無所謂作

人的原動力，大有「煩惱部菩提」之意。從痛督之平復

綜合而霄，榮格認為人生不離痛苦，這痛苦卻正是

是察覺到的。

榮格認為，其旨並非絕於世間，而更應像佛法所講的大

知「紙」為何物了，要改用英語。

西方近世最具影響力的思潮存在主義，也有類似的
不安也就是成長的原動力。個體也關心周聞事物

用忿怒母，代表能源的衝力、顱器代表薩德，鐵刀表斷

西藏密宗則用高度圖像化，解決了這個問題。例如

菩提心、入於世間，自渡渡飽。
論調

傳等，既契入各本質之內漓，亦無文字地域之隔閔

西藏佛教襄的本尊

o

故

，引起衛擊，和智性反彈。還不安迫使其考應飽對事物

榮格也可算瞭知此理，他指出

此，觀想中之各素相，並不屬於一種幻想，而是實相。

個衛擊。這其實便 是 心 智 成 長 的 過 程 。

••

2Jnu

••

的觀感，在層面的提升中，便達到從新安頓，車至下一

••

'並非外在之神紙，前是類似陰陽等表示某些本質，某 閱一那 佛教非如一般的宗教，因佛之教授為人人均有佛
性，人人皆可成佛〈教主〉 0張澄蓋博士的「甚麼是佛
些原始意像的符號(音。
ZG 苟且身自 σ。Z) 。他更指
出，中有諸簿，部蘊藏於自身的集體潛意識。於大幻化 法」亦有說明此理;而歐陽竟無居士更進而指出佛法非
ι 子的弟子就會向釋韓提
網的教授中，五方佛部均各有所衰，佛砂〈衰五智，佛母宗教非哲學。在箭喻經中，雙輩
問十個哲學上的問題，釋會表示不會答的一。還是由於說
表五大嚀。故「靜忿生起略軌」中 -z 「盼兒自性非簣
食不飽之故。榮格也同意經歷至為軍要，而種種之京教
，有o 」

••

故藏土一帶的乞丐，行乞持每呼人作救度母，是希

一

31

榮格是一台深諾佛理，文或其心理學派，是否完全契

一

合佛法，則當然未必。然大家可以一看到，在大家仰慕西
叉於無上瑜伽密中，行者將自己觀成木簿，生起佛
方文明之當兒，西方人卻拼命探求東方文化，以尋求心
慢，那於自身顯現出原始意像〔如觀想觀一耳目則顯現出觀
布一
音之慈悲本質〉。據榮格所稱，離普通之意識，而提升 靈治療之法。這令人聯想到法華經裹的一個臀喻 L
瓷更高之意誠。其時，凡夫身變為盟者身，舊有存習氣 個入本來身上繫有寶珠，卻到他方乞食馳走，不知寶貝

望施主發揮救度母之本質，加以協助。

《結語》

儀式，如密宗襄之會供輸、灌頂、法會等，本身是一種
每一本尊，均為一種生命力可古巴峙。 2 皂，原始
修持，是心靈的洗澈，而非一般人所指的迷信膜拜。
意像的本質。就如上師所曾啟示 -2 修觀督之瑜伽，
叉如擅城圓的觀恕，榮格認為這是心靈的微細活動
自己郎念念為觀丑聞，部具慈悲之心。蓋慈悲部觀脅之本
質，反過來說，觀管部代表了慈悲造種原始意像的本質 。榮格在命其病人將當刻感受繪出縛，不少竟繪出類似
密宗撞城圓的圖案。還此一一病人當然不可能知道嚮京之壇
求觀 間m加持，未必就如一般人想像的現於福前，加 城圖案，於是榮格認定壇城圈，乃集體潛意識內的原始
以幫助。若遇慈悲的人，加以援芋，問題得以解決，亦 意像，代表了一種規律，文或一種宇宙觀(如最違〉，
即得到觀音之加持，因該人之行徑，已具觀音之木質。 由大修行人於定中勸阻爪，而獨許展示於弟子者。

..

..

2!

有殺死之意)與大我(的
OZ)

。

上師在「佛教與他敬之比較」(季到第二期)已有

《榮格與京教觀 》

奉獻 (g丘吉

《參考書目》

?只不過東方人，卻不自知罷了!

物質文明帶來的問題，就只有東方智慧可帶來一線生機

)我執之污染身，日本復存在 o榮格則謂將自我〈開鬧。〉 就在自己身上。不少西方的哲人也會指出，要解救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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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淨土自
今說
張澄基博士對五濁惡世之詮釋節

L

資料室

(室內贅吉)鳩摩羅什新詩彿說阿彌陀經，法 我們這個時代的慰和濁!實空前未有，聽濁的廣度和深
級教述「十方諸彿說歎釋迦牟‘兀拂，結給此…五度
渴，
一已
及經
時到了梅點，非前入所能夢想，我雖躬連其處心，

劫竭。
思想混亂

f

λ隨入火坑，道是真正空

價值破產，百千邪說惑人眼目，誰不惶

世?海內特 AY
羅P=一一貌一-…菩提，為此世鼎，說此但
一揣
雞於
一文
惜筆，亦難繪其萬一也o
之浩」。以此詩本非常普反，故於「五渴吳世」，
我們所處的道個時代，無論用什麼方式去欺騙去矯
i 成句占市內部，皮 飾，也掩蓋不住它的種種惡濁。沒有過錯的人，也隨著
我一切彿教失之舟共識與我只 l捏
品。臥來，未嘴如川趴詳釋。張道義博世則川趴
A可一「
受學
苦土
遭殃!整個的時空都充滿了災難與不幸，所以叫做

說」附於一卅著之「彿學令詮」之未加…崩釋之本來

是彿學深典名詞，一仰臥現代適用語釋丸，且以最淺

?ι
誰不迷失?一人之誤，萬

此身脆弱，眾病所鐘，饒汝志比夭高，奈何薄命前

今世之所謂文明?所謂進化，無非增長種種貪瞋癡
病，作繭自縛!為彼奴役，故名煩惱濁。

前未有的見濁。

近之諮聽大表述，其為深入淺出，雅俗共會，決無 惑
疑用，故本盒持別介紹之。

呵排於經文之最末段之第四點，實最值得我們注意。
淨土之道;
lki

諸佛讚揚釋迦能於五濁惡世成佛之難

就佛的立場來說，當然是先要說明主題
然後再附帶的說

最為緊耍，它是淨土法門的親的，因為，一、若無釋迦
在這個世界上成道，就不會有人知道此淨土法門。一一、

若無五濁惡坡之種種苦痛，人們也生不起真實的厭離心

遲?…著，人生恨事，醫竹難書

是名命濁。

1

你濁我濁，東濁西濁，前濁後亦濁，人畜獸禽無一

不濁，穢氛所播，鬼神亦濁，故名眾生濁。

到強陀淨土，去求個歇處麼 ?-h

?去求往笠，對五濁之惡，若無深切的一認識，沒有經蘊 還樣惡濁的世界，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還不想
j

今天者來，好像已經不夠味道了。因為

切膚之痛的人，怎樣生得起出離心呢?過去諸賢，對五
濁惡世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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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希有。但是就我們眾生的立場來蓉，此最末定
一，段
，缺實
有一
此時
了彼，有這時又缺了那，總是搓了一點，

••

前送同學會詩兩絕

銳
之

佐敦道，國與羅時憲

教授，依佛經選要之
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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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返港，同學會邀請演說，乃為說咒力不可思議
;登樓突見舊作，如瞄故人。間請複印，並稍志崖略，
及五個舟，結業學生
已百餘人，蔚為奇蹟

以實本刊。
聯問
1

後問學結業愈多，還

會一一一間體舉行者。其

分會，及佛教法相學

世界佛教聯誼會香港

由三輪佛學社

。而學生之保送，係

館憑本會十八講結業證書，兩得通過，抵美後旦出家，
躊盒校長，為編講義
，一工人輪番主講，不 在紐約時他以告之，亦可紀也。

教授，定其綱的，梁

及後以盡灣創設學會及從師學習藏文，與分至舉一馬
嚮編為佛學、十八藹，
以一星期一講，十八 美加各地弘法，金剛乘辦不數屆}，便日報辦。憶當時有
學員許少鶴喔，原為香海英童學校教員，及後美盟友人
星期圓滿。余及時憲
沈家禎賠士約聘勸辦弘法事業，當申請赴美時，美領事

一叩教理行果之間綱目，

香港之與九龍，地緣不悶，無法加入此同學會，故詩有
新綻別枝，及互勵菩提之諦，字為談延絆所寫，清爽可

廿餘年前，一一一輪布賞一同學會，以交資互遲，甚盛事也o初時亦約余講
佛學社，創幸於九龍 學一，乃以詩落其成。金剛乘學會亦有十八講之講授，以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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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晶晶國囑喝喝
謂但車研 2sed-4純
利
J吋蚓s
、t
‘bm
晶晶由、個

資料室

「呼舉勒罕」(蒙古語義為自在轉生)也

σ

1，於蒙古語音暉，為呼圖克圖，義為 內所生出神童，經正式試驗之後，推薦為繼承者;此郎
心「活佛」…
藹
受政府冊封之活佛。(詳見另文)於西藏文音譯，應為

事。以尋訪達賴喇嘛的轉世神童為例，歷史上還常的作

喇嘛轉世而後，其神童之尋找，必敬必恭，鄭重其

vOP

法，是請專門降神作法的乃均(藏文作吋曲均』'清代

L ，探求『神童
卡

』轉世的地方，及家庭特徵、父母姓名等。有的還要去

官方文件，又稱為叫吹忠』)。打卦占

西藏喇嘛教之南瑪巴(義為舊派

「珠咕」;義則為化身…v再生人、轉世人等;所謂「活
佛」'乃漠 λ之俗稱耳
其源流有足述者

追問元一四一七年宗喀巴大士出生

o

、漢俗稱為紅教 0) ，的家與在家並壤，故多娶妻生子
，以為法位之繼承

記於圈，以為下世達賴轉生之根據，然後參照「乃均」

境，將湖上顯現之山水、林木、村落、房屋之環境，詳

，創立格魯巴(澳俗稱為黃教)，厲行比丘戒'、於極嚴 位於拉薩東方一直五十公里的曲科申地方的聖母湖看幻
之戒律，一以出家為遵守，故於繼承法位，!發生嚴重問
」遂有喇嘛

旨意尋覓。被選中的男孩必須具備菜拉一路出凡人的神奇

o

轉生以繼濕、法位之轉變。宗喀巴之大弟子根敦珠巴，於

特徵和達賴喇嘛真正身份的某些明顯跡象。還餾吋神童

題?易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一四七五年寂後，越數年，根敦嘉穆錯出生，一般人均

』要能夠辨認出他前世的物品，如眼鏡

v銀質鉛筆、茶

相信為根敦珠巴之轉世，此為活佛轉生制度之初例?是

其起游一。其後班蟬喇嘛亦承襲此制度!如是達賴班禪杯
輪、飯碗、手緝、手鈴“、念珠、象牙小手鼓等。確切均

除辨認出前世的自身(因為藏傳佛教認為前世達賴
r

說

當代活佛化身之思想，

流轉世，主持法統，在至於今

與後世達賴均為一個達賴喇嘛)外，還要進行嚴格的檢

o

遂使噶舉巴(自教)薩迦巴(花教)乃至大小活佛，於

上有虎皮斑!手掌上有形似海螺的痕跡等。心

好)，一其中包括大耳朵 γ寬眼睛，眉毛梢朝上翹，大腿

各宗派系勢力?均推舉出活佛!互相γ比
抗其
績末
一流也 驗，察清是否有八種特徵(當然具備的各種特徵越多越
因此為維護教圈之發展正喇嘛在臨死之際，便預告

一例如:一九三三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示寂後，西藏

35 一

一

••

代轉生之方向，其弟子那就所當地點!尋出一年之

下1

喇嘛們根據三種徵兆，快走了尋找其轉世的方向和地方是自己的一樣，高興得在屋內蹦蹦跳跳;緊接著喇嘛們

1 ，
:(一)他示寂時面向束
)均又擇下了四只小鼓，他正好叉選中那只卡三世達賴用來
暗
示他將轉生東方 ;(2乃

降神，謂達賴將轉世西藏東北漢人站方;(一一一)熱振呼關呼喚傭人的事鼓;第三次，他們又在幼章頭前放了兩根

)翠年，一一一支隊槍恰又抱起了後者，對於那根寶光四射的拐杖卻不屑→

克園〔攝政主〉觀聖母湖幻漿，顯現出一戶座一一一層金瓦寺手杖。'供他挑選。一根是鍍金飯銀的珠寶龍頭拐杖，另
院，一座卷榜的農舍，位於馬路盡處，門前宣柳一絲，一根是前世違賴用過多年的一潰滿油垢的木棍。還位幼童
旁繫白罵，一婦人抱小兒立樹下

肅一帶。這裡是格魯田鄧始人宗喀巴誕生地，是蒙、藏!在尋訪神童的過程中，往誰會向時出現幾個呵紳異
、漢王儲民族的雜居區 )O經
J過多白的徘徊之後一，某天 h的幼童。那麼，怎麼辦呢?按照歷史上的作法，呵總
一，他們突然看到遠處出現了一座三層金瓦寺院于一一座農以吹忠作法一，降神為敬倌』'指認出其中的一人。但行

ι\
喇嘛曾經使用過的物品，來到了一安多地區(今青海、甘路騁的痕
跡﹒
﹒

拉寺大活佛格桑仁布且率領的隊伍，攜帶著十三世違賴麓的耳朵，身上還有兩塊黑痞，被認為是佛的另外兩只

1大
. 問翻
伍向不同方向出發，尋找神靈。格魯巴三大寺之一的色顧。最後，幾位喇嘛又觀察了小孩的身體特徵

..•..

神葷的隊伍在遠處下馬
1

用，幼童毫不論灣地把那串舊的佛珠戴在了頸上，就像

J

o

央政府批准。學矩的神童一般只有兩三歲，一經確認後

進一步驗證 σ首先?他們在幼童的面前擇罷了四串佛珠後由駐藏大眩會向各呼圈克國在釋迦牟尼佛像前，當眾
(其中最蓄的一站是十三世達賴生前使用過的)要他選一一於瓶內學取一籤，當籤者為轉世神章，而後報經

的頸上，並大聲叫喊←「色拉喇嘛!但拉喇嘛!」顯然他顯』(奔巴 c穢語，瓶子。呵金奔自瓶』即金瓶)，規
認出了他們不是俗人 γ使在場的喇嘛，-感到非常驚話。定將凡選中的幼童的名宇用滿、漠、藏一一一種文字書寫於
為了慎蠶起見，若干天之後!他們又對該幼童作了象牙籤上?置於金瓶內!~由有學問的喇嘛念經七臣，然

遺物(佛珠)的，『俗人出摸-去，抓過那串佛珠戴到自己隆皇帝下令於拉薩大昭寺'和北京雍和當設置『金奔巴

但見一個兩歲男章，向著一位頸上掛著十三世達賴生前克園等『族屬姻妞，遞相傳襲』

十八世紀末期，清乾

. 是，尋訪之說久，弊病叢生，都份上層僧侶利用宗教轉世制度作
舍﹒!這不正是攝政王觀湖時所完之幻景嗎 1於
ι
易裝進一步窺察心」剛進屋內
弊，操縱吹忠妄指『呼畢勒罕』'致達賴、班禪，、呼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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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擇選良辰吉
日
…舉行盛大的一由駐藏大戶昆孟持下
j為
A之
渣余怕
會法訊
的坐淋典禮少啟用他們各自的金印，同時接受漫長的經
學教宵，及諸
封
J 面知識的專門培養。今
西藏喇嘛轉世之制度!行之日五百餘年，現在於喇 敦珠佛母介招來鑫南建塔之色控喇嘛，於元月下旬

嘛中，~是「活佛
L
J
一者已十居其九。西藏密教之信徒
對 返錫金
將於回升凍蕾帽，而塔在蔡滑頭會長之
J
軍
ku
覺
支部份缸，一喇嘛雖不在?除因不雨外，工
此不能鞋無所識呵!但經再一一一詢問，類皆語
焉
特不詳 ?~現已建ρ茲

J

球雅展主慈芳各撈一一。。

會員官一佈o

德亦一樣殊勝。日期確定後，分別由各會長於該學會向

應在當地學會，修法觀想參加，甚至在家修法觀想，功

」 1

劉上師努力弘揚蒲瑪巴佛法，並E一
J「現在一甫一瑪巴之責
任唯你獨肩﹒，一務必由你弘揚，請努力保持南瑪巴法煩。
佛母多次稱讚土師與敦珠法王無止無別 J並

去年髓的往尼伯爾朝佛母，佛母一一冉囑咐

一切

，包括海內外，均可參加此盛大法會，如無法前來，亦

車要之歷程，喇嘛親自主壇，並通知劉上師凡其弟子

程藏
仍」
在進行，-進度尚稱理想，待喇嘛回來，把最後一拉
參考聽武記眷五閣朝撫絞函藏記土下，-及咱中國西
法物安臟於塔內!然後裝上中脈，裝
4 中脈乃建塔一個很
雜誌“一九叭叭九年第期夏季號試刊。說明如上一。

偉程建設搞一OOO0 元方慶華

F

主金

0元戶李輝卅謝志採各拐丘。。丸方太輝駱五月秀工具西湖

施金鎔一方明井-牢銘恭陣碧龍各摘去一OO 兌丰坤波
設 各 拐 -fo0
元-高勝雄搞一 00 元 JJ-J

叮囑嚼爛爛川川州們
香港方面(落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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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搞
0一
元
匙、接穗崇ψ
罷王h一
m仁
h宇管杏格暴智)敏黃子宮吞
林錐文建車帶炳丸蔣成周觀偉港政語罵址川成劉美
苟且一一文宅各指
0丘
元，
一

臺南百日關閣鴻後 J又展閱本一年度一一連串弘法節目

首先到新竹之一一月廿七日至卅一日，共五妞，每晚十
JJ

囑弟子們觀土帥部敦珠法玉，如將來圓寂，其法體
琦吞拐 - 4 2 元0
像0
一帶德吳成文各拐叫一 00 元))謝圈強h禁風
許使勞 伍海銘、甄瘤鴻創立輝也像萃汎一張建林三批英
A發
V 亦可供在塔內!以供眾大繞塔膜拜 1祈禱求顱，並得加
J
-抑
M閻健兵持偉施法何籠一一心
長協晶廖仲學掉誰造嚴桂持
持，但其他人，絕不可以，包括一佛母暨諸眷屬。
郭教玲阮宅…句:一
g甘
mr
林淇雄林嘖嘖費健強一…費一鑑昇永文-

o)
-張海泉括五00 元除其瑤黎各淇張素
伍芳明拐ιto元

一

..

2廿九日上午九
九時至廿時卅分講西聽密宗靜坐法， -月

師壇城!前供一鹿宜型之藥研塔!求加持者名字滿佈塔

時卅分舉行觀世音菩薩結緣灌頂，四月三日至十二日赴上，內體一支放藍黑色之照明，廿四小時伴著咒音旋轉

，定期舉行的酬金藥師法會，令祈禱者有求必應，自從
臺北，弘法節目如下 當晚開一本如何學習密宗，四舟的
日主持大幻化網度亡法J
會四
Y月五日舉行文殊菩薩灌頂上師把郎金藥師法會宣言公佈後，干悶悶雄玉俊雄會長自告
，四月十白開一京生間次第、大手印、大固海。四月十一 奮勇!負起班長之責任，其餘各會之會長或副會長任副
，金
大家共同努力，以襄盛舉，本法會組織應參閱本
白崗示亥母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四丹十一一白舉班
行長部
刊，
第八頁)巴參加或將參加者，必須詳細閱讀 o須知藥
樂師灌頂法會，凡灌頂法會於上午九時卅分閱始舉行

o

其餘則於十九時至廿時卅分。四月十二日(輝日)十六 師雖具「有求必應」之無最悲顱，但參加者每日必要「
令時舉行一髮母灌頂，限已受一一級灌以上者始可參加。 頂禮」「持咒」或持名，及嚴守「不奪眾生命」之戒條
，始能相應。琨在報名參加者已超過四百人，而得藥師
一一句四月十三日回臺中，下楊於聲中金剛乘學會，約居

佛加持免病復健，每日均有數人也
留爾遇，四月十九日晚上閱示上前相應法及馬頭金剛儀

軌，的月十九臼上午開京大圓滿極尊心要儀軌，四月廿

…五日晚土闖京顯密四加行，凡皈依本會者均可參加，四
月廿六日早上開示如何學習密法l| 瓶灌與密灌，瓶灌
者至瓶灌部份閱一示後應退席)密灌者可繼續聽至圓滿。
此外顯密修行次第科頌分別於四月十四日及四丹廿一日
晚上聞示，歡迎各界人士前來聆聽，墓中法會時間分別

為早上及晚土，早上於九時開始，而晚上則為十九時o
臺中法會結束後，上師暫時移居憂商學會，努力
於翻譯敦珠法王之西藏古代佛教史(新版本)，更用
心發展鑫商學會，儘蠹抽空主持公關講座、闖一本佛經、
演說儀軌，同時計懿於密泉山大圓滿廟內設一個郎金藥

qdQu

••

巴珠﹒都堅吉﹒麥卻吉汪波著

且若是上無量數，夭生六字母一是語;

且是比山形圓滿!心性安息史者身，

解脫追上結伴行，輪迪邊際乘願往，

當苓眼前須定議， 同心協議兩兄弟，

發心直奔菩提道。

晶體法竇 運聽歌舞制

且看林問漏盛景，總督淨土著車﹒苑;

心生生世世締善緣，共同入行菩薩行，

祝維翰譯

凶猛毒蛇馬屁繞，無緣凡夫難侵入;

善苓願志天之我們一

v

香陀重山風物全，常有意化進花生，

名言畢矣啊啦啦，至捏偕矣唉嗎嗨!

話至此處，達陽非常稱心合會心，證得究竟智慧去去

儼然秋夜月沒空，相好韶革妙者尋，

一切勝者智勇識，一切有情心法性。

無邊有情苦合性，慈手愛撫眉不瞬，

1.

一切勝者大悉心，六道，眾生解脫殺。

執掌大乘密深斌，詩佛密主持企悶，

詩佛智慧與功紫!明空淨存采生界。

佛師三雄主無別，恭敬啟白求加持，

緊隨部主至成佛，大起帝賜大悲攝

《出普法宮﹒進苑歌舞》乃依門弟子札西格勒勸

勉，散人﹒寶利著。(全文完)

「啥叫

QJ

放散化身科有情;

近有靡一母華麗宮，聖母剎生時燒熱.，
大是觀膏心胸悶，進喜修道仙人窟，
本草。依止臨的會在，一真言念誦六字明，

修習妙法慈與起，路進佛子安難道，
心欲受苦及待攏，今安後難啊啦啦!﹒
啟台應請上，師荐，大忍不捨啊啦啦!

1.

美好也存夭之孫?

啟詩本苓觀世膏，成迫不遠啊啦啦!﹒
啊啦啦，真美好

一則我心有誓顧，-一則君意懷希求，
一一人間越高士行，速發入風如路屁，

永斷現世如怨毒，動勉修習細檢點，
正對進失行教識，揚素浮誇與空訣，

、
\

教授立最鸝位意籲習(

鑫聞單操心意練習
本單莊嚴密
這持口授移喜搓嘉佛母戒嚴
γ 串等作鍛錄
串

楊奴
1 容為俄的仙一及生嘰率已取義
乙四以

以隨欲觀本尊於何處而鍛鍊

乙五九與本草，融合

o

磋嘉嫣白大師昔日 若與本尊融合，當如何行之?
大師告昔日 以本尊作鍛鍊己!並串習之，將之融入

艾歷啤嗎恭牟其鋒

一黃毅英漢誇

汝行者，以於此義修習故，當守此法之六一一一昧耶

。勿斷授汝口訣上師之信心。作有鑫一一一摩地而離無益

者。勿令專注被世務荒廢。保任直至圓滿勿棄本尊，

密守汝修之本一尊勿作棄一本尊以受另一本尊之思維。

任一一所修之本尊平等正以觀一切佛故，若非知有本性

無自觀修諸佛。即使本尊之觀想亦為思維之一，除此

以外 ~i
無有成就或觀想之處。佛菩薩乃含於汝之本尊

自身。一或作單尊、或作剎土爐城之觀想。以與本尊連系 中。又或觀多個本尊，仍為自心之展現。若觀單尊，

σ

坐臥或俯臥、於一中原或山峰、或近或遠，於石中或水底

今以本尊鍛鍊者，若能無過患觀本尊，觀其站蔥、

能清除過息，觀想，本一尊一，可離無念而專觀本尊。

大師告一一百
以本尊作鍛鍊之口授者，乃以無念觀修
縱汝心現成本尊，其本無自性。以無法度量或作
甚至遠離上述過患。以無念及本尊觀想，相悶悶修。若 如是如是之表示，故其為法身。

金剛身、語、意乃以無自性問顯現故也。

磋嘉媽白大師中一一
紗向
布以本尋作鍛錄，應如何為之? ，以無包性故，成無一一相。成本尊身乃離執著，以其

、個J

乙六成就本尊之法

至勝義故，本尊乃由自身之意觀想而出並住。汝心之與 亦為自心顯現。
八識，乃成身相及本尊之智。以勝義}一一一間，其為覺性之心 此為與本尊融合及連於勝義之口授。
，大本生智慧、果之自性，本尊不由他處生。縱示何相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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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磋嘉嫣白化身大師云

當如何為之?'

若放以本專為迫而成就之，

大師告昔日 示相有四 i
﹒相、夢兆…久，一本現及實相。』

相有四
o

瘟九燄)螢火及無雲晴天，此為境界進境

••

中心種夢兆如下 見佛與菩薩與己則，見佛與日無二

大師答曰:成就本尊之法，先於茁前觀成本持峙，再 之側證

觀自生以鞏固觀想。於此之時，應停諸念誦。

••

召請上師及本寧與眷屬!頂禮、獻供、讚頌1
于
及作
OF

A吏。命本尊化光融入自身， 1如閑自成本尊乏法。為關
房結界並清淨供品

念
α

夢見一切佛傳授街示甚深法。

再者，屢夢一γ
己赤身為清除習氣之相。夢攀梯升天

oJ!

，為入道之箱。一夢見騎﹒獅象為登地之相。夢見神祇微笑
，搞得受記之相

一、修法中之示琨 見物質如細物、種子字、意表

有修持中之外一~、內、密一本瑰。

以一一一一一一摩地等，觀葾壇域及本尊。作勝住及灌頂。縱得此嚀殊勝之夢，亦無須興奮。
再次觀想智尊於面前，與自身分關 y而作念諦

召請及融入智尊及皈依、獻供、讚頌嚀。

之。

J

、細身相等，或粗念如火、水等五色球體等。
…?及離老壞等。

1對一切入慈悲平等?一切覺受為智所照

一
一x
密示相者，乃修本尊時見其為幻尊，智慧本自
-

存在

明早起來即成本尊前作念諦，並如前修儀軌。

u

于

若此等一水現生時，勿作興奮一，繼續精逛。

土師佛故，不懷輪迴與不受魔羅所道。

巨響或香味小油燈自燃，顱器飄浮及輕安等。內棺則為
成就本等之時，何種成就之示，相

此鑄成就本尊之口授。、一

質相者乃指外一肉相。外相如見光、見本尊法相等、

曳。

jf

悲心擴大，執著消除，脫離偏見，其清淨三味郁，敬愛

一以此法，無論以單尊或眷屬壇城作鍛鍊'均能成就

清淨飲食並以之作會供。

睦。

(一將與已分開之本尊，再次融入自身，住於本尊慢而(…一二、內一亦相者為觀本奪時察內外息之動，身浮如棉

誦圓滿，作讚頌。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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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物，稍作休息後，坐於適意座中。

令將修本奪之時卡布贊成就壇域及供品。於面前，
放見己為本尊無前後~卜，-見一、一…切佛菩薩向巴敬禪及供養

••

••

一~乙七成就之相磋嘉嫣白大師曾
瞥見?

••

一此為修本尊時所現諸示相。

乙八修習之泉
修習本尊之功德為清淨障礙及積集資糧。

磋嘉嫣 -x 帶本尊﹒有何功德?
大何嘗

以觀本尊令慰靈靜止故，能清淨業力之障礙，擾人
之情緒及輪迴之處。。
道果，即四持明位，及

功德與聖靈。功德為六遇與四神力

以積聚資糧霄，其分五果
最勝果。

自生位。

最勝果為觀本尊時變成柔煩
必成圓滿佛位。

縱功德與智力不多，

以般若乘言，必效以進作次第。

五述之配合→
勾心磋嘉嫣白大都言

t

行為資糧道，行圓滿為

大師答一百 4
修-本尊韓城者有的面 資糧道心，見道、
修道、加行道。

〔1) 資殺進

加行禮。

見道，果(成就本尊!|譯者按)為修道!大成就財為

此間次第可配以行果間相

.•

資糧道有四。修當體為暖之勝定!修微妙觀想，及

單尊為頂，修全部顯現及詳細身相為忍。修無礙聚集為
世第一法。

的以當體正定，一、決定一切為汝心所j
造於無生本心
中修無念。修之至悟。

此勝定為無生空姓之自世展現，即修此認識，瞭然

悟空有不之。猶如空中為光所照?所現明明了了，卻於
明了中無有分別。

若修至調順後悟於此，即已越大小諸乘之界限，當

dv 離主欲。…

.趨小乘克與行

ω於頂中修微妙觀想及單尊者為一專注此微妙正定及

此為十一不退轉之相。

~﹒能忍甚深法。

、﹒八風不動。白血

j習氣盤。

﹒欲念不興 vo--心

1離諾食物，光彩容煥不衰。

(4 調伏自妄念。

﹒得身安樂。

…﹒離四大諸病。

-﹒內外染污清淨。

﹒蟲不於身上生。

顯現成就暖之十一相?一
。聖量為四持明位，即成熟位一、持命力位、一太手印位一及

持明果有二重

••
••

42 一

••

如何能將修本專壇城?耐心令五進一，直至圓滿?

••

一

••

..

••

單尊直至於一一一界中廣瑰。為無數相?於見道中現神力，及作利生事業，於種種諸
(3〕修與加行道

專注於頭位之相)為內外欲不對外物生，而不為外行中無染著，並於化身處得親傅
五大所響。此為心與外像融合之相。
0戶川

)Agm

勝義引為實行也。

並離道之退轉。

o

門口於忍位修詳細身相之瑜伽者，乃以一一一部、五部或今述成就作為修道。修道者得虹身大手印位後，將
γ

求保任，故意住於定中也。然今住於不動專注中，此為

能於當下」芷定中放光，及本覺能觀想縱於修法時，汝心與諸佛之心無別，仍須於下座後

任何數佛都鍛鍊寂忿躇尊
修持擷熟後
乃至千佛之爐城，為圓滿之相 O\

必得忍位及能顯諸像之力調柔之相，為能轉沙成金!~大手印之持明位，且於阿的瑜伽不動之覺受。於此境中
變水為乾地，炭中生芽及能控制一切所感之物!此為駕不動作顯現與幻作，以利樂有惰。於意或表示中，那能

御自心之衰相也。凹，從報身處得教授。

F心】

VV(

自生之持明位即能即時增強矣。

…倒於無礙這中成就聚集為世第一法者乃修法界大樂若大成就之加行道，自生之持明位，汝之功德庶幾
之義。若巳觀想穩定?可續觀五種莊嚴，並於宮時修儀與佛之無上功德間也，然此定境能否增盤，仍有別也 o
軌等。…

若此等專注力強，得身命之持明位，並能於六、十一聚眾開示，得加行位，金剛正定，以無勤神力利益
，清淨邊兒之微細障礙。

一一、或十六月悶得佛都之總持ρ身命力如同日月，可於眾生。此為智慧現為諸行，親見法身，得其教法及加持
一時將壽命延至百年 0(J~

編者附占百
本期稿擠 9藏諺輯匯暫停一期。

若一轉往力弱，則得成熟之持明位。棄此身時，於中，一此為得行果四相、五道、個持明位之漸道。
有中得本尊闢滿身，此為生短次第堅定之果。(待繽)
克進~一一
eh2)
ι
勾當解說行圓滿之見道。覺此身為幻化身後，染污

已盞，得出生死身命不變之持明位，不留形之後，得五
智四神力後，覺勝義之本質，縱於一一一大阿僧祇劫中顯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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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令 prel-iminarv Practièes
When Guru Lau studied~ under thethrone of H.H. DudjOm
.Rinpoche. ,:': tlleThè Treabis E:! on the 司 Great{Magiê 了 Nèt Tantra wØs
transliated.:" The:coI"!~erît.was or'gani~ed~accc:> rding to thEa 'four
.empowerments ， :wh 工 ch. is 、 p;:obably thefirs 't to appear in the
chinese language.L Bef。re the exp。sitiOYI三。n the detàils of
th~first.. (vas'e) èmpowerment. , the pr.èlími I}arý practic'e s- ,were
~xplaine，d'， -:which included 、 the four attitudes thatchängè the
mind( preciou, shuman life. , impermerîance ,-. suffering 、 of
samsara -and knowingblaqK and whi.te karmas) , refuge ,

7.

,

,

,

bodhici 七七a ， \hundred-syllabl~ mantra:，
gurü yoga.
Tbesè are als。… the main

mandala ，offering 戶 and

èontents.of the books
The Great Es s;~nce of Anuttara 、 wisdom-of D~o9Pa Chenpo of
Kuri f:; arig Drichen Rinppche , Thå Essence ôf the Innate Uniôn of
the … ProfòundOcean 了。 f. the:Ultimate TrUthof."Guru Chokyi
Wangchuk)一An Introdtictory Discourseon:the Preliminaries ()f
the Longchen :Nyingthiñg Lineage of Dzogchenóf the fir$t
DodrupchenRinpoche.
8.

:Q主提議.Di

Other'\. publ;icatioll s: 'of iihe Secret -. Vehic l.e -. Publicati6ns
inc];ude Stanzas; on thePrecious Luminous Lamp of theGraded
Path of the-.:-" Secret. Mantra and the Precious Garland
Commentaiy of .Guru.Rinpoche , The Secret Collections. on the
EssE:!ntial Pa吋 of Mahayana ..of Sakya Chogyal Pagpëi ,' A
Couentary on~the Transcendental and Supreme Method'of Rest
in Dzogpa Chenpo of Jigme Lingpa , The Heart Ess9nce 'of
Dzogpa Chenpo of: Viméilami tra i A_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H曲amudra by Guru Lau ,_ A Short Treatise
onthe Fundamentalsôf 、 the outer andlnner Schools of
Buddhism of 一 Ratri.aJigre 工. Wangchuk , Chanting the Namesof
Hanjushri , . prayers and Praiseson theNames of the - One
到lousand'<Bqddhàs: of:.the LightKalpa -by H.H. Dudjom ~inpoche
and Selection ~orBuddhist Scriptures.
,

'c.

,

一

C

一

4. Meditation
The Tibetan B:uddhist _Medi t é1tion ~as. _or~ginally part of
the þractlce ~in the- còmpleti 。泊 'stage ， for .whichthe- secret
empowermen1二 is a pr~requis~te ， þu乞 ~itha_specialpermission
of H~-H. Dudjom 也 Rinppche , the methodwas operied 可 to. the
public.
The lecture notes of the medi ta1二 ion course was
complied to form the book An Introduction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Meditationwhich later expanded to A Detailed
恥planation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Medi :tation and then
fu~ther
elabo;ratéd
七。
A
Treatise .- of Tibetan. -BU:ddhist
M~ditation. 戶
An
English translationιwi th ..the .titleòf
Ti,bét::.an .Buddh.:j.. st Med,itation:A systemfitic analysisis
aVçül~able.
過 Recent ]， y ，. the
book. TheChoiceof-Vows ,
Méditation 缸1d wiJsdom by Guru4Lau was Published-J The-first
and second 句 s e:riès óf， ~the Còllected:w~r，ks (jf ~yajråyana_ 一 also
cOJj.tain the boOk 扭扭 Great 臨xposi ti.Olt' .òn the-G:tadedPath of
Enlighterillîent of Tsongkápa'and Thebral'Þrecepts:-and éÈssè Ì1dê
of the Graded Path of Enlightenment of the First Panchen
Lama respectively.
扭扭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_the
J:lyra:mJ~ . and
the Dharma-genèratiIlcJ-r;r:ianglè bf . Gu r: uLau
shquld 一 als 。一 bè . o~
great ， in1;: ~rest to 'those :medi t a'tion
pr'acti tioner$ •
,

y

…

,

句
已刮

J

Va 可 ravana
The.recentlypublished已E;nglish

5. Historv of

transl é1 tion'ofthè Ancient
History of TibetariBud.flllism was translåted 戶 i~to Chinese _by
Guru Lau in 1966.
A' mbre conòise.. book A -Br'iefHistory of
Vajrayana is
also
availaþl~.
Fur~hermo;-e ，
p.ar七
of
Taranatha.'s History pf' 主ndianBuddhism wäs: also translàted
intoChinese .
,

…

6 ~--The Transrnission of Nvindmaoa
工 n the third series of 心 CQllectE;!dWorks of. Vajray~na '~s
c:: ontained the. The Dharma Source of theNyingmapa s,; inTibet'
by H 戶 H. DudjomRinpoche. A mo :!:, e concise h.i s~orical a. ccount
c é1 n be., f ound iÌ'ì A Concise. _History of ,Anuttara , .Tant~a . of
Nyingmapa 一 inTibet. and wec é1 n find the '.life historiesof
H~H.Dudjom F.fnpoche in The Reincarnatiqns of H.H. pudjom
Rinpoche.
Other'books suç: h as 到ie visit'of 扎扎九OudjOID. 1:0
Hong Kong , H.H. Dudjom Rinpocheand 心 the Va jrayana Esoteric
Societies , The Commemorati ve Edi tion on the Enshrinement
Ceremony .of the. Kudung ang 、 35th Arlniversary of Vajrayana
Esoteriè Soc;iety maY é1 1so be.. of :j. nteres~
…

,

一

b

Int~òdtic~n~
Secr 串 t

BöokS.

… V 偉h. ic 工 e

Fro~t~~

.P u.1::> l 土 c a. tions

Wong Ngai Ying
Previously , i1二 was 、 mos七 difficult for a Vajrayaná
Buddhisttofind books to read. 一 The shortage of reference
material was especially true '. fo :t the Chinese language.
startingfroI況. 1982 , under the sù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òur Guru ,. Ven GuruLau ，七hr~e series 令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Vajrayanawere published. 一 Thus ， it .would be the aim of
the presè:p. t article tò introducébriefly , the various books
published by the Secrét Vehicle Publications inr~cent
years. .
…

1. General Knowledαé . onBuddhism
工 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for a beginner to grásp th~
central theme of buddhism , especially'when sò many techríiöal
jargons are invovled. Eighteen Talks on Buddhism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basic concepts in buddhism in a
logical sequence. Basedon. such '. concepts , one can proceed
toreading other. books. such as ♂The Reveal ofEsoteric
Meanings inthe Hèart Sutra byιGuru Lau.

2. General Knowledαe on Esoterié BuddhislÍL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 was notspread 也七。 theoutside
world until the present century.
It is the aim of the
Vajrayana Quarterly to provide general knowledge of esoteric
buddhism to thepublic.
工 n the past twelve .yeàrs , it has
been distributed freé. . Sòme of the article's in i t have been
compiled 干七。 the tw.o volumes of First step to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
The book Threè 、 'Important Boo]ts pn
Anuttàrå Tantric 心 Practices contain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Gradéd Péiths åf. Exoteric and Esoteric. Practices of
Tsongkapa, The Four. Them~d Preèious Garland. of Longchenpa
and Thè DetaTled Analysis of the Niné Yanas~
…

3.

主~

Vow is of vital importancé'iilbuddhism and is thefi :tst
among the Three Studies (vow , meditätlòn and wisdom). Thus ,
A Treatise on the Bodhisattva Vows and the Right Path of
En lightenment of Tsongkapa was the first book in the whole
series of Collected Works of Vajrayana.
The seven sets of
vows of Hinayana , the bodhisattva vows of mahayana and the
Fifteen Stanzas on Serving the Guru were explain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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