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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體;需

列 季采酬金

區山l

大圓滿廟結構莊嚴
淋在Ji俠 ~F 。壞初以 /}v 勿史，濟褻有稍可不，敬恭心存須必，像佛見凡 :德功像佛敬恭

1有於人一「

云安心大j長示 l羽爺佛程澤呆板巴迦薩。大甚*其，越跨至甚，下地或、 上

其，德功此以，人二比如，物淨他易，垢履以，至人一又。之主屁萃捨怠 ，塔泥小見中
成為可皆，塔佛、 傢 佛見乳，名之'ff三間說故」。王輪轉之粉金為皆者三，人塔造輿後

。子種佛

日一月 元 年五十八國民華中

日一 十 月 一 十年亥乙曆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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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觀莊嚴論頌

( 6t.) 法尊法師譯

!可吋幣;科馬桶可， l有呵呵呵咐桶，馬咕咕!
若所取其如。彼執為誰性 D

的吋啊?楠，吶， ，首相融q怕有怕有
如是彼執著 o 自性空為相。

!哥呵，如干部?吶喊f ，咐我，阱，可怕晰可柄~r
自性及種性。正修行諸道。

!你Ejha咐，可副總閃啊!站也有啊啊啊有訥可1
智所緣無亂 o 所治品能治 o

!貝貝制訴!呵呵色相中 r 1有'4l'r~~rg全咱村毯，向!
自內證作用。彼業所追果。

!吋咕宮內閃念才有本吶!有哺育希爾特呵!
是為轉趣品。所有九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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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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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毅英譯漢

本社是承德遊記
黃毅英譯漢 5 奇妙莊嚴的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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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明珠佛爺拜會上師
顯窩囊集∞

李兆基沮

黃毅英3

梁潔芳扭

鐘祿湘拐

楊束賢訂

鍾祿湘訂購諺輯霞紛
敦珠做母對大聽海勵之囑咐
莊晶輯混
林坤旺別閉關淺談
上師閱示「奢摩他、昆僻會那」記要
志塵也
聲一上都親臨密銀山指導加持佛像聞滿鑄造
方太輝攝認揖助本刊朴方名(台幣、港幣)
本社也
楊采賢攝M 封面:大圓滿廟結構莊嚴
一大寶滿廟之莊嚴
一大屆滿廟藻井彩繪韓城
楊束賢攝街封面真:見觀莊嚴論頌(例〉
陳貴枝攝鉛封底:西藏拉獲大昭寺
劉銳之閱示釘封底真:宵瑪巴何佛傳承系統(閱)法正耶那宵巳

..................................

觀音禁食關課科判

以菩提心為這之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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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中市商屯區寧夏束一街二九說六槍
〈國內助印諸利用郵撥。一五
O九八九|四號)
金剛乘雜諒社

聞外
一、香港 灣仔克街一!一五號展瀉大廈一撥A
座
二、新加坡 金剛棄學會新加坡肉修會

8.的堅】囂的的海鼠也﹒

的這位5 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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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0
月刊閻明月口出關閉。〉口"

叫出版者

合則采學會馴香港方面

林學安川金
楊采賢州問
受中市面屯最寧夏束一街 f
一九說一樓之一圳

:址金華主玄學一段九十一號州乘

州排版

州執行編輯:鍾綠湘

酬副社長

圳發行所
金剛采雜誌社州香港灣仔克街一
圳發行人是社長
受淑品為州電話:一一五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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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國民

O 八O 八

l 一五號展鴻大廈一撥A座

台灣方面

電話 :(O二)七五一一七O
三七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一一段之七八號四撥

台中市商屯區寧夏束一街一一九號六撥

電話:〈O四〉三一一八闖一五三
台海市安寧略一一一一問答九0號立一俊

。一五O 九入九i閥混合則采你誌社州路? 電話 :(O六〉二五 O 八五九三
高雄縣鳳山市新竄路三九一號十二撥
電話:〈O七)七六三八一九
O

圳印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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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乘出版社

臺北縣中，放市中山路叫一段三五九巷立一抽吼一棲酬，

水裕彩色印刷公司圳、
酬地址

州郵政劃撥

回呵Z
呵彥
m 譯(閻明。昆凹的司)窗口可言三皂白這州
間通
開訊處

三、馬來西亞

ν
∞A
的
戶口口。吋阿
」盟
戶
口
〉F揖PFP
的目4
〉﹒
M關
M閉}

還訊處 A
口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一一九號一撥之一
電話 :(O囚〉三二八六八四七
郵政劉撥 。五二四之一一|0號 密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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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向當地索閱，請附間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罷 州行政院新閱蔚為版登誌字第一二九八號
甘目前或現金甜甜號玄接露交叢中市西屯區寧夏東一
棚街
中一
華一
郵九
政憂字第四悶。之說執照受記為第一類新閱紙類
號一樓之一﹒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季刊公佈徵信， 棚中華民國雜誌專業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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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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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申1

全密金

禧路一、趴金剛乘學會導師劉銳之勝一

新

港

會

主

幸
事

恭練鍾葦楊邱張蔡林陳玉林李莊謝蔡蕭陳關黃黎馮呂揀馮高李劉
正祿淑泉水t法?可振建俊坤銘金 j頓影慶美耀毅臼灼榮寶公大福銳

賀輝湘患賢定昌源亨夫雄旺國沛良輝秋瑤 aj]英光炎光芳夏添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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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常，為賞，執此為敵為友，為鹿為他。

此「我」支配，經歷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甚或以此

未入道之凡夫，或入謬見之外道，執己為我，以為

不修持之，汝雞獎入無我之自性。

乙九不修之缺失

菩提心之理由。

單一切有情於莫道，為二無我之自性，此為應修內

乙八修之理由

性之效益。

汝將超出小乘及謬道，具離於我法二執，悟無我自

乙七修之效益

莫執三翰，出離世法，求其口授。

乙六受戒儀式

種嘉，得師為入大乘法門之耍。

汝應依臼悟二無我，修三慧，離世間八法之師受之

羅啟安漢譯

艾歷啤嗎恭桑英譯

楊奴宵瑪俄比品及生嘰宵巳取嚴

道師口授移喜磋嘉佛母藏巖

以薔提的為道之教授。
甲二內菩提心
磋嘉媽向大師曰:何謂內修菩提心?
大師答曰:此分十二支。

乙一自性
自性為生起幫未悟內性性空相有者之意願。
乙二定義
不依於身語外行，依心而修，故名為內。

乙一一一種類
彼分為顧、行三種。
獻者願未悟此自性之有情悟之，宴坐空雷何益，故
必須致身於令有情領悟之方便也。

種藉，未離二見之執者，行之甚難。
乙臼行者德格
如前所述，修此行者見執微薄。
種嘉，稍息汝心。

乙五授者

。

戶。

剛剛旬.，

p

種嘉，汝必須離此執著。

視一己為我(註+…亡者險矣，概執自我為體，則
境現為他，附此之閏月，則以益已為友，損己為敵，由是

願心)

-7 日夜一一一次，隨喜現修無我者。

三、專一不離無我而修。

..

一、未悟者(無我〉，不離教導無我之師，或善知識

經歷愛惡〈註十一一一)，作諸惡棠，緣斯行而墮惡趣，以 行分外內，外者分四
至遍歷輪迴‘。
磕嘉，此魔不除，難得安樂。

斷此我執者，總說為一切佛教徒，別說為聲閉，不
用說，血口等入大乘之門者亦斷此我執。
據去聲聞得悟法我之支分，辟支佛亦未得其全體，

此即是說，聲問錯斷相有而不通解法我，辟支佛著於住

二、英執住處、盟境、種娃、敵友。

名、家、個髓。

一二、閱、忠、修無我空性之教法。
的、莫執一己為
內者亦分四

..

得師口訣之際，得內菩提心誓句。

此剎那即失醬旬，當施對治。

汝應修無我之義，此分顧、行二部。

乙十一持或失蠶旬之分界

邪魔，出離輪迎。

最重要為汝應如是精避而修，如是投入，汝將泊滅

發現。

四、莫離此無名，離邊之諦。汝縱覓心，亦難有任何

一
-7日夜三次，覓此味著諸境，實無一物之心。

一一、認知情器世間並無自怪，相雖現起，實如夢幻。

一、英以名為物，概一切外物之名稱，並非於心質有

..

彷執一一兒，不解自性空之際失醬句。

乙十守則

。

應守願者一一一點如下

一、不斷思維，以保持顧一切有情常悟無我真諦(之

..

也 6 一

心盤空而不解真諦。
種嘉，倘不出於下樂見，難見其實義。

執著法我者險矣，也是愛惡而生煩惱，以至沈於輪
道，盤劫難成。

斷此法我執者，總說為一切大乘行人，別說中道行
人亦歡之，吾等入密咒之內者倘執著之，聽兆曲。
註十一… 我措咱燼。
話十一一一
會愛義嶽鹿。

••

•.

乙六受〈醬句〉儀式
受儀為覺性顯現之灌頂。

乙十二灑淨方便
飯上述義理，離散亂而修，汝自解二執之縛。

捨汝不淨無益之霄，與持咒誦經，如臨子吃糖。

乙十守則

不捨輪迫自解脫，煩惱自圓滿為智慧

磕嘉，修持有所偏執，則非大圓滿。

所閣。

不修之險，為汝將墮入京見之執，為(見執)腳錄

乙九本修之缺失

如此修行之理由為汝貴具此無執離過之自性。

乙八修之理由

，故具當下證悟之功德。

修此之效為

乙七修之效益

磕嘉，此乃苦證解悶時之口授也。

依汝師微妙指示，汝將見汝心超魅設之本來法身

捨汝不淨世行與清淨梵行，如一切已成辦。

甲一一一密修
磋嘉媽問大師曰:應如何修密菩提心?

捨汝不淨輪迪之念，與清淨涅槃之念如無心者。

密發菩提心之性為確認無始以來，無生本淨，超越
修盤，不可思議。

乙二定義
霄思既難詮釋，自然密於下乘。

顯萬有清淨為無修，以自顯當下之自

..

乙一自性

大師答曰:此分十一支。

。

一、萬有諾境之根本，聽於汝本來無生清淨之菩提覺

。

一 7 叫

乙一一一種類
可分為南部

乙五所依纜

蹉黨，彼由修前述行持而來。

行者當為殼上堪能，心獻實境者。

乙四行者德相

性，本來清淨為無修，於此汝莫偏執。(聽+四)

..

應依己情法身一元，而住於廣闊任運之境者始得之

••

種嘉，此為已證大圓潛之上師。
心，此為兒(註十五)。
註十四 比指傷大圓滿之一{蟬，本來躇滿布之且悍，自顯一于此菩提覺心;並無觀者，與所觀.境，視此為本覺
之發噶'此一{穆培根師口棍。

。

、悟此覺境所起之思維、執著，皆此本來空明之覺
-1
性。

四、悟外顯諸相，從體驗之樹那，無有實質，不越法

汝本來三世不離覺心，這處無此閱功夫。

結語﹒.

磕嘉，就開集一切經、論、續、口授之義於此外、內
修之，

、密發菩提心。

五、證心境無二為俱生大樂，離於取捨。

攜之於道，

性。

六、別說，證一切煩惱，與苦為聖道。

心中銘記，

密之印

法」。記於豪卡獅堡、洞。
圓滿

寶之印

托付之印

此大樂修菩提心之教授，名為「以發菩提心鑄造之

師如是說，

彼為大乘教法根本。

和合於行，

七、領悟有惰，從受之剎那妞，無有實質，輪迴本來

無生清淨，故無須捨離。

八、海一切受為身(駐十六)與智，自心具足，本來
是佛。

如斯行持，汝將繼承普賢玉如來之位。

雖十五 英譯此微妙規則揖見。
浩、報、化身。

乙十一持與失之分界與還淨方便

一 8 …

上月〈乙亥年潛八月)之宋

緣起

之餘，於九月初一一崗農早七時，港台階地共修觀音法要

上師邊然一水疾，藉此一水現及閱一水甚多。眾弟子懺罪不遑

黃毅英譯漢

七世達賴剩嘛造

血絲一歪斜可初巳宵波車與卓蓮羅夫共譯

聽十六

••

..

7 …一略壇城

了一一一內壇城

上干部示一本觀音一法極為相應殊膀。覓，書袋中有新品市

一九九五年〉之七世達賴喇喇嘛所造觀音禁食一日關課之
了四吉祥頌

了五觀想與生起

英譯。國念
Lo 然二者有所

了六正受戒

上師於季刊五十期中亦有提及「磨疙頓

不間且禁食鞠課細明之纜似不宜譯出，故欲試譯科判，

了七戒文

丁四吉祥頌

了一一一內攪城

了二略增城

了一廣壇城

丙一獻曼遲

乙一一一敬禮支

乙二召請資糧田

γ 四皈依與菩提

丁芝加持供品

一了二加持實瓶

了一那時生起

內五大慈大悲之懇請

內的一切功德之源

丙……一召請傳承上師

了九由向

了八圈滿功德跎羅尼

彼讀者約知攪概也。

所言禁食一日，乃於早一日先戒酒肉五辛，只用一一一

..

白，於正行臼禁盟問並禁食、滴水不泊。翠晨即此吃粥。

今謹將其中關課觀音儀軌科判譯出，如下
申一前行
乙一淨業
內…共發心

丁…皈依與菩提
丁二清淨地界

了一一一供品衍生無暈
了四供養蠶

了五製諦力
了六召請
丁七頂禮

γ 八七支供養
丙二獻曼遺
γ 一廣壇城

nHU

。

了三讚頌

了二獻供閃鬧

閃一著種錯戒懺罪文

了四加持念珠

乙四懺悔支
丙二共懺悔

了一長咒

丙四念頌

了一一歡喜

了二、心咒

了一圓滿七支供養
了一…一促請

丁三啤嗎薩捶咒
乙七觀對生

了四新請
了五四向

肉之濯頂

丙…召請

丙一四無黨

內三加持供品

乙五圓滿功德陀羅尼
內工資糧田消散

乙三種子本尊

乙二話本尊

乙一勝義本尊

丙八獻嚴飾

丙七獻天衣

內六獻五感觀

丙五獻二水、五妙欲及音樂〈八供)

丙四獻供品

乙間相本尊

丙九獻寶瓶

甲一一正行

乙五手印本尊

閃一廣壇城

乙八獻曼連

閃一智慧尊融入

丙一一路壇城

乙六表義本尊

丙一一灌頂

丙一一一內壤城
丙凹吉祥頌

丙三供自生本尊
了一加持供晶

向 10 一

丙六加持淨水及念咒

丙五略頌
丙五

內凹

的向

祈詣

獻寶瓶

受寶瓶甘露

九月初六日

若有過失，祈求忍赦。願吉祥!﹒

願以此之力祈禱土師永遠位世。

丙八古髒

內七達賴喇嘛畏壽禱文

丙六禁食吉祥

丙五禁食頌文

內四吉祥頌

閃一…一請問(供物)

丙二請自(砂壇)

內…請住

乙四請住或請凹

丙十一的向

內十生起本尊

丙九內淨

丙八忍赦

內七補關

丙六

丙七提咒
丙八啤嗎薩墟咒
丙九智慧尊融入
甲三後行
乙一獻多瑪
丙一加持多嗎

內二獻多瑪與觀普及眷屬

乙二讚護法
丙一讚六臂大黑天
內二讚四臂大黑天

內三讚吉祥天
丙四讚死主(其〉 EEC3)
內五讚昆沙門
丙六獻多瑪與護法、與父、空行
丙七獻地神
乙一一一獻淨水

閃一廣淨

肉之拭聖身
丙一一一獻天衣及嚴飾

..

i
唔，

唔，i

治根本

便有此根本淨禪。

o

聽數

i

劉銳、之

與數相應者，心住息緣，任選自數。從一至

一起，攝心在數，不令馳散，是名修數。

徐徐市數，不令馳散，是名修數。其法從一至十，復從

修數|行者端身正坐，詢和氣息，不澀不滑，安詳

戊一數!修數\證數。

是少慧多，雖多散亂，而不昏沉，發無漏智甚速也。

h法，以除其散亂。故品修其全法，方得淨禪，第終以

藏建黨之抉擇門開
丙二亦有漏亦無漏禪

，而出於『明分』

ho

世間根本淨禪，矯根本味禪之吋閻證』，而加以觀

b

慧，破根本味禪之吋味著』，而成為可垢無
味禪之『無記
此輝以…息道而分一一一種

為簡修法，也隨息而入。

一、六妙門!!為全修法，由數息而入。
l

十，不加功力，覺息虛微，心相漸…紹，爾時息數為粗，

-7 十六特勝

一江、通明禪ll 為速修法，由觀息高入。

戊一一隨|修隨\證髓。

捨前數法，一心依隨之出入。既與俱出，復

應捨隨修丘。

修止|息鞘緣慮，不念，數隨，凝靜其心，止於一處

戊三止|修止\、融阻止。

，心息相依，恬然凝靜。爾時覺隨為粗，心厭欲捨'便

體隨|與隨相，應者，心既漸縮，覺息長短編身出入

是名修髓。

與俱入。攝心息線，知患出入，長短冷暖，亦須悉知，

l

意不欲數，便應捨數修髓。

略其觀慧，姿求解脫。

修隨

凡夫外道之利根者，亦能任修一種息道，而得淨禪

。即能由此發有漏智。此中有漏無鴻之分，實國修息道
縛，用心有關間，不可不辨。列表於下

l

凡夫|闊心持息，皓希禪樂。
外道

小乘|正觀諦緣，志在入滅。
大乘|安心般若，具足方便。

了一六妙門
不昏沉，而多散亂，難與禪，定棺應。入手尚須偏攬旬在

此為息道之全修法。盤耐性多者修之，議多定少，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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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止於眉閩、鼻端、牆下、某一處均可。心既有所止

i

與止相應者，覺身心浪然入定。息亦自住，

，息白鹿凝'是名修止。
證止

i

修淨\證淨。

心未除，心隨之邊，便應捨還修淨。
戊六淨

修淨|循息外觀，所觀既空，便離其境。循息內觀

，能觀亦空，便離其智。能所之空，智境之離，實屬本

證淨|與淨相應者，心無依倚，不住不著。豁然所

離，那亦不得能修所修，及淨不淨，是名修淨。

若不出入，不見內外一切相貌，即如欲界未到等定。爾

修觀\證觀。

淨，非從修得。行者至此，應混一切妄想分別，無離不

i

於定心中，以慧分別諦觀色身微縮，方入息

戊的觀

時當念此少觀慧，所證贊淺，便應捨止修觀。

l

悟真如現前，無礙方便，任選閱發，如如清淨，三界垢

修觀

相，以及皮肉筋骨三十六物;乃至一切受想行識，悶不

與觀相應者，覺入出偏諸毛孔，心跟蹋明，

盡。此，中設者有二

i

戊五還

i

修邊\證遠。

既空所觀之境。還觀能觀之心。此心依息，

與還相應者，心黨開發，息息還源，能所孺

付相似證

i

l

見道以後，苦法忍乃至第九無礙道等三

見道以前，五方便相似無濕慧發。

雖多昏沉，而不散亂，易與禪定相應。入手時，祇須偏

此為息道之筒修法。定性多者修之，以聽少定多，

了二十六特勝

冉、觀門為十地、還門為等覺、淨門為妙覺也。

體之六妙門;則數門為十住、隨門為十行、止門為十四

初禪中，即發無漏智，不必至土地諸禪也。至其真實國

一能進者，當偏試而善修之。但多能於欲界末到定，及

行者修此六妙門，那能進證諸禪，六門之中，、必有

策，其無漏慧發也。

∞真實證

..

重觀法，以除其昏沉，故僅修此簡修法，即得淨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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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妄。其中均無常、樂、我、淨，足以味著，是名修觀

證觀

i

i

無，境智俱離。蘭時雖離境智，但仍對有境智當離，離

證還

境，實無味著'是名修邊。

。循息而求，處鬧昕一片。反覆破析，終不可得，於所觀

發為觀智，了了分明，能破諸境;然無自性，亦與境悶

修選

四顛倒。爾時覺念流動，未窮莫道，便應捨觀修選。

虛妄，均無自性。觀境既明，心生悲害。得的念處，破

徹見一二十六物，及諸蟲戶。內外不淨，剎那變易，五陰

。

倒......--

終以定多慧少，雖不散亂，而多昏沉，發無漏智則略選
也。

戊一知息入特勝!粗住
味禪之粗住，闊心數息，觀慧不明，覺恬恬安穩而
已。命捨數息，而從隨息入芋，即能觀慧照息，了了於

此恬恬安隱中，日悉知息之入相，由外而肉，息息相績
，無不明知，是為特勝。

戊二知息出特勝!總住
味禪之細住，亦僅覺悟恬勝前而已。今以觀慧漸進

以上四種特勝，是身念處攝。

戊五除諸身行特勝

初禪之喜支

初禪之覺

i

初禪之樂支

1

戊六受器特勝

i

觀二支

戊七受樂特勝

戊八受諸心行特勝!初禪之一
心支

味禪之初蟬，但能感得八觸，離生喜樂而已。今有

觀慧，於初禪發時，以身心豁然開朗為覺艾。以洞見身

未到定

不忘，為一心支。

以上四種特勝，是受念處擺。

戊九心作喜特勝

i

二禪之內浮

二禪之一心

觀慧，於二禪發時，內淨之作句著』、三心如之作攝

味禪之一一禪，但能內淨覺觀，定生喜樂而已。今有

支

戊十心作攝特勝

\薔\…樂一一一支

i

垢無』之樂為樂支。以眾生即是一心，受諸心行，念念

』、司垢無』之喜為喜艾。以無所受之受勾分明心、吋

，前僅知息之入相者，於此情恬勝前之中，更兼知息之

欲界定

中五十六物、五陰、四倒為觀支。以無所受荷受句分明
l

出相。一出…入，息息相績，無不明知，是為特勝。

戊三知息長短特勝

味禪之欲界定，亦僅覺身心空淨而已。命以觀慧又
造，前僅知息之出入相者，於此身心中笠淨之中，又兼知

i

息之英短相。一出一入，或長或組相績，無不明知，是
為特勝。

戊四知怠循身特勝

味禪之未到定，亦僅覺空無所見而已。命以觀輯部更

進，前僅知息之出入長短相告，於此空無所見中，更知
息之編於全身，不出不入，不長不短。編體微微，而從
百千毛孔，呼吸麗騙，息息相績，無不明知，是為特勝

一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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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照了而無顛倒。知此均心之作業，乃能善入此禪，

，不復生染，乃能善入此矩，是為特膀。

散望之欲離，而緣散識之欲亦當離。困了連此定不賞

味禪之少處定，見色心俱滅，僅有一無為法，使味

戊十五觀溺特勝!少處定

是為特勝。

戊十一心作解脫特勝!一一一禪
味禪之一一…蟬，常以受樂(編身樂)，不復求脫。今

一切有為法;亦當滅一切無為法。國了達此定不實，不

有觀揖峙，於……一禪發時，雖入離審妙樂之地，得美妙無比 著少處是。 AA
以?
觀慧所照，發此定時，那知此定，既滅
之樂。而知其未離色法，仍須解脫。故於心終不昧著，

復生染，乃能善入此定，是為特勝。

戊十六觀棄捨特勝!非想定

乃能盤問入此縛。

戊十二觀無常特勝i四禪

使味若非想處。 AA
以?
觀慧所照，發此定時，即知此定，

味禪之非想定，兒有為無為均捨'蓋達一一一界之頂，

，於凹禪發時，雖入捨愈清淨之地，得三災不到之定。

既聚捨三界之下地，亦當棄捨之間什之頂地。臨了連此定

味禪之四蟬，常以『不動定』味之為常。今有觀慧
而知其未離色法，猶是無常。故於心終不昧著，乃能苦

不賞，不復生染。乃能善入此定，是為特膀。

諸法，恆當觀息、色、心一一一事無分別。觀一邊三，徹見

，昏散兩絕，發無漏智最迅。此禪從初修習，不用數隨

，無病待除，故僅修其速法，亦得淨禪。且以定慧雙備

，昏散俱無，最易與禪定相應。入手時，即能止觀並用

此為患道之速修法，定慧性等者修之。以定慧相等

了一一一道明禪

前後立法之連稱特勝者，對味禪言之也。

此十六種特勝，必具上地諸禪，始發無漏智。不如

以上四種特勝，是法念處攝。

入此禪，是為特勝。

以上間種特勝，是心念處攝。
戊十三觀出散特勝i空處定
味禪之空處定，見色蘊己無，散歸…空，使味著空
處，計為其實。今以觀態所照，發此定時，即知此定，
就出彼散息，亦當出此散堂。因了遼此空不賞，不復生
澡，乃能善入此定，是為特勝。

戊十四觀離欲特勝|識處定
味禪之識處定，見空亦離，一識獨祿，使味著識處
，計為其實。 A可
A以觀慧所照，發此定時，即知成定，緣

唔，i

F門u

"間..，.--

.

無礙。拉法明淨，善關心眼，又能發一一一明六譚，最為疾
工命。

戊一修通明禪
行者欲觀三箏，當先一觀息編身出入，與心相依。次
觀色身，隨息生化，以心為主。次又觀心依息為機，託
身顯發。如是一斗事不離，歷歷可見。乃進而觀心依於患
，患無自性。息依於身，身無自性。身依於心，心無自
性。四緣不起，四大各離，則此主事，均不可得。如是

三事無性，歷歷可見。觀一時即達三事，達三事時，那

戊三
己一

己

己

已四

己五

己六

己七

己八

己九

通明禪可分為九定

、通明初禪 i 通觀王軍吋，

而離生響樂。

還喝一一禪 i 通觀一一一事，

而定生喜樂。

通明一一一禪|通觀三箏，

而離喜妙樂。

通明白禪|通觀一一一事，

而捨念清淨。

通明空足!一一一事俱漪，

i

破空之細

仍有細一一一事。

通明識處定

色。

l

破無為法

通明少定|破識之細心

通明非想定

之紹怠。

通明滅盡定|三一譚"滅麓

，乃得一一一事無礙。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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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諸法，是為修相。

戊之證通明禪

及至內證真諦，深入實相。一一一事分明，莫不過邊。
徹見此中壽、輝、識一一一者，更互相依持，得相續住。(
壽即身，媛即息，識即心。〉亦知當闊天文端邊，乃至

一切，悉與此中相應。能具一一一界一切禪定，編入十二門
禪;而從初至後，一一諸禪，均能發無鴻智。且彼又知
一一一界之頂(非想走)中，猶有微細煩惱未斷;乃更進而

入『滅盡定品。故此禪賞能斷章粗細諸惑，而得一一一乘澀
槃者。又以一一一事觀成一二事無礙，即能成就身業之『神變
輸 b( 色)、語業之『正教輪 h( 息)、意葉之『記心

輪胎(心)。而三明六遇，無不具備，為證相也。

o

數聽佛母對大
做法。

滿廟之囑咐

大間滿期之結構工程，經過年來之修建，現已巍峨

鍾祿湘

喉)、、意〈頂〉乃是高之法寶，…切之加持力，

一一、身語意甘露丸 此一泣，包甘露丸，分身〈心〉、語(

石，顯得踮嚴華麗，至於整個廟之嚴飾工程，則由敦

來自於此，佛像鑄成後，必須安臟，道控甘露丸

地矗立在密宗山上，丹來外牆忙於鋪貼意大利進口紅寶
珠佛母派喇嘛及單師前來主辦…切事宜。

供養化身佛，計有蓮畢生大士、讀師佛、釋迦牟

，必須安放在佛像之頂喉心主處。大自滿獻…樓

由不丹抵達香港，辦理入台簽證，由於不丹與台灣、沒有

尼佛，二樓供餐報身佛巖傅派雙身金剛躍爐，一一…

十一月上旬，佛女千媚、詩靈姊妹與喇嘛、蠹師等
邦交，不易取得，幾經交涉波折，始得入境，每次停留

摟供養法身佛雙身普賢正如來，每一種甘露丸交

=丁一般甘露丸

敦珠法玉所造之甘露丸，加持力特

像之安臟則用母甘露丸再做之甘露丸安臟。

來大約七、八顆，用於主要佛像之安臟，其他佛

在台灣以兩個丹為限，到期續題。
十一月二十四日，佛女等到達台商，下楊台商大飯
店，抽日午飯過後，即上密宗山，與台南會長及同學等

，策翻…切嚴飾事宜，如是每日城郊兩地奔跑。
會畏及各問學，候師久矣，佛女僅遵佛母命，把帶

丸，即有感應。自法王國寂後，甘露丸之來源

要誠心祈禱，觀想法玉坐於頂上，含一顆甘露

那大，眾所皆知。凡有疾病者或為障所擾者，祇

來之法實，親自交給上師，由於這妹勝之緣起，將來

一包，用作安激之舟，如不敷使用，請劉上師

但加持力不如法王所做之甘露丸，今佛女交來

短缺，不易取得，彌足珍貴。在外面或能獲得，

此米用西藏紅花水泡遇、晒乾，經敦珠

用此母甘露丸(另一的一去「這刀一早主戶已混合其

一、黃色米

法玉修法加持，保留至今，可與其它米混合，擲

他藥物再造。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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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山之一切工程，亦得順利圓滿完成。法物方面計有

十一月三十日，余追隨上師前往密宗山，佛女與

••

於廟之間周，可得加持，此乃西藏傳統加持廟之

••

旬....-一

四、長壽甘露丸

上師皮眾生之無量弘煩，又要極力

在嚴佛剃土，所受之障尤多，此非世間藥物能克

施蠶倫度喇喇嘛，把圖星示
單點所在。

土師，並解釋該廠之

絕對不能有絲毫差錯，表裡必須一致，立

佛程對大國滿廟之期望甚高，並囑咐喇嘛修建時，

祈請弟子們嚴守戒律，精進修持，佛母開一本乏

為香拔拉之廟，在蓮花生大士剎土，為蓮花生大士之王

服，到醫院檢查，身體狀況良好，皆說無病，故
味耶不清淨者，影子也不能接近上蹄，並謂

宮，施靈倫皮蝸嘛亦云

來紅色特別大之畏壽甘露丸八穎，請上師立刻

淨之喇喇嘛隨侍在側;其他人…律要遠離。佛女交

』大學問者則疑問曰:吋為什麼中心尊供養釋迦牟尼佛?

請間還是什麼廟?』其回答:『這是

都由塔附近修建一所很大之寺廟，大學問者請教曰:可

「某一嚮波車於尼泊爾嘉德滿

zmIOODIEE一

法主於法國南部博都聽寂時，祇有四仕乏味耶清

服下三轍，如是每日次第受舟，佛母每天修法

』其頓時知道自己弄錯，但佛像已經開光，又不能單新

養了尊巨大之蘊花生大士。為了使大圓滿廟一切圓滿，

PEI 口。的
13 「芒。

，祈禱上師健康畏住世，更親劉上師如同

移動，為了彌補這一個過失，事後在庸之後面再重新供
佛女交來六尊小型金

一切建設必須依泣起的IUSI
去「空前建，即使令人看不懂
是完全合乎桑多巴利宮。」

佛父母，背後壁上彩繪千手干眼觀世音菩薩，前面左右

大圓滿廟分立一層，頂層供養法身佛雙身普賢正如來
敦珠法王於印度噶林邦

壁上彩繪其他法身佛像，藻井彩繪壇城。第一一層中央為

(3zm月一萃

剛聽墟銅像，以作安臟舟，所供養之佛菩麓，每

六、議多巴利宮建設國一一頓

(N
妄的 iuo
守

ZCZUC
喇Z
嘛，稍有聞時再處理。
「

臟麗滿，其餘繭簿，待施盤倫度

，可能會誤解，數十年後，藏僧東來，亦驚歎我們之廟

五、車體金剛韓捶銅鑄佛像六尊

敦珠法玉，無一一無別。

..

一尊必須用小佛像安臟，六尊錦像中，四尊己安

••

記錄下來，並指導工匠如何完成後續工程，即今

銅色山上，仔細觀察，把王宮各部份之建設重點

前往請示法玉，法正在修法時，於定中親到

主「月一)，但工佐修建到一半，不知如何建下去?

其它空盤彩繪其他報身佛像，藻井彩繪壇城。一…樓之四

乎標準'否則修法幾難相應，後面壁上彩繪四臂觀音，

薩墟父母，其足十五莊嚴，本尊全身尺寸比例必須要合

八角迪之建築物，供養巖傳派白色金剛報身佛雙身金剛

時，囑咐工任修建一所桑多巴利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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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邊角各建有一個護法殿，分別供養各個不同之護法，

處舟宙祥如意圖案，萬師跟前有兩位佛母(移喜磋嘉佛

又怎麼樣?」答臼

「那此廟非桑多凹利宮

(N
妄的 tgm

客有問曰:「大國滿廟若以釋迦牟尼佛為主奪，那

超過一千五百尊之多，社觀情形，可稱世界之最。

位大弟子，四方向分別有護法、其他寂靜尊、忿怒尊計

母及曼德華佛母)，後苗壁上彩繪蓮花生大土之二十五

蓮花生大士，示現游戲坐〈即盟玉坐接〉，表現時

其大小最少必須與人一般高度。一樓供養化身佛，中央
ii

為五濁感世，右手執一扎股絆，置右膝上，表平伏妖魔煩
惱，左手定印托顱瓶寶，內充滿長壽甘露，並挾卡章伽

〈天杖)，卡車伽頂端為智慧劍，中間有正僧人頭，下

RE) ，若為桑多巴和宮，必須表裡一致，必須以蓮

白毫、頂露出、螺髮、垂耳等。白毫指其眉問生出之右旋

紫磨傘色，著一立法衣，具有一二十二棺八十種隨形好，如

尼佛，一本現十六歲輩子相，心無食瞋癡'慈憫眾生，身

以金剛蝴跌坐於蓮花月輪上。蓮師之右手便供養釋迦牟

能治眾生因上果上一切諾病之妙藥、甘露，相好聽滿，

于(藏音:何如拉，意為藥玉。)左手托餘，齡內酷刑滿

色具足光明，按乏法衣，右手作聖施印，持帶葉之藥訝

，既然此廟是蓮花生大土之宮殿，故以蓮花生大土馮主

花生大土即如我們之父親，釋迦牟尼佛即如我們之叔父

荷一一一筒，釋迦牟尼佛不及蓮花生大士，若以比例來說，蓮

切，釋海牟尼佛在佛教之地位很鞏耍，不過以密京行人

宗蓮花生大士教法而來，故與蓮花生大土之鞠係比較密

個世界，以密宗教法來弘揚佛法，我們嚮瑪巴是根據密

，釋迦牟尼佛國寂十四年之後，蓮花生大士始出現於這

花生大士為主尊，顯密之別為釋迦牟尼佛弘揚顯宗教法

t可

白毛，表佛之智慧，頂有一大一小兩個肉醬，象徵德蝕

尊。」

方為一個寶瓶，萬輛之左手便供養藥師佛，身如吠琉璃

與高貴，長而厚的最耳，表財富及權力，螺髮藍色是和

之尺度，運花生大士較大，藥師佛與釋迦牟尼佛略小，

手結定印托餘，觀足金剛擲跌安坐蓮花月輪上。一一一尊佛

建築藝術大融合;是建築與雕塑、繪畫、金屬工藝之巧

一格之獨立體系||一種以「胡房」建築馮主體之漢藏

具特點，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佔有一定之地位，是別具

藏族佛寺，雖然多彩多姿，常型中呈變化，通式兼

一一一尊佛像皆立體鍋鑼，莊嚴肅穆。蓮師正對宿在方供養

妙組合，在世界文化史上，永逸閃爍著耀眼之光輝;然

平及神聖的表徵。右手掌心舟內下噩，手結觸地印，左

丹珠，右方供養甘珠，藻井上彩繪超過七個壇城，空隙

一 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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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妄的 loom去
-「月

大圓滿廟 (N
妄的 tgmIEE一)又與…般之西藏寺廟有別

，它之內外盤，完全依著果多巴利宮〈
一)而建，非常嚴格，現在每層樓略作簡介

翅鳥突出為莊嚴，四周以蓮花瓣闊繞，親當時之環境而

定。一一樓、三樓外圖用雕攤圍繞，以策安全，一棲正面

大門入口之牌樓，金頂上有金法輪和臥鹿，法輪象徵佛

寶瓶，其設計必須依比例而用銅鑄'正中央的一個是二

頂為例，金頂正脊南端安放了有藏族佛寺特點之塔剎式

普皮眾生，連牲畜也可現解，並受到蔭護。所有一切之

輪象徵佛法，間旁的臥鹿象徵聽法，其含義是說，佛法

度貝那勒斯附近的鹿野苑初轉凹諦法翰，也可解釋為法

法無邊，配上兩隻相對的臥鹿，是紀念釋迦牟尼佛在印

點五米高，左右兩邊兩個是一點八米至二米高，突出了

飾物，包括佛剃寶瓶、寶珠、鱷魚嘴、蔥花瓣、金翅鳥

第二層樓正中央為一個八角型之建築物(即供舉金

利宮之皇冠。此外每一尊佛像座下設有八獅子，前後左

擱翎如生，非常精緻，以上一切之表義，皆視為桑多巴

、金法輪、臥鹿等，皆是立體銅鑄'玲瓏浮凸之形像，

剛薩捶雙身佛殿)，其八個角之尖端，以銅鑄之鱷魚嘴

現祇設計前後各闊隻而已。

是給眾盤解脫輪迪生死

右四面，各有兩隻雪山獅子，甚為好看，為節省起兒，

前後左右白連各有一個護法殿，每個護法殿之金頂各有

犬國滿廟象徵佛法，法

而作依佑，為金剛乘學會同學之顯與行菩提心前建，願

弟子林坤旺恭記

止」和「歡心的階段。光是靜坐的好處比較少，若能修

人以上，但是他們所學的都紙是「靜」，還沒辦法到「

認

道片英麗之佛創土，永垂不朽。

2

ij

一顆寶珠，各個金頂之的角，以鱷魚嘴為嚴飾，四周以

ii

Zl

還花瓣闢繞，金碧輝煌。

緣起

雖
H 然香港跟台灣兩個地方，學過靜坐者都超過一萬

!i

為嚴飾，八個角之八邊飛倉用錦鑄之蓮花瓣盟繞，二樓

飾，金頂四周之飛窟用運花瓣鹽繞。

建築物整體的端正與完美，金頂之四個角用鱷魚嘴為嚴

第一二層樓(法身佛殿)樓頂，以漢式斗拱支架的金

..
、

第一層樓〈供舉化身佛殿〉'之四角以鱷魚嘴或金

!;

上師問示 「奢摩他 昆林舍那」 記要的切

!i!

叫 2 。一

一--1

「奢摩他」(即「-A」)的話，好處就比較多，最起碼

於前間不改色」'這祇有釋尊才能有造種定，一般凡夫

是「定」?好比「僧頂珠」踢都踢不動，所謂「泰山崩

靜

現在我們先來說「吽」這個問題，梵文稱為「奢摩

皆如「走盤珠」一樣東跑回跑。

能健康長疇。

l

戒
L
三學 ZAl止

來，起碼健康長壽不成問題，修到最高的時候，依按喀

他」。若能修到此種境界，即所有什麼要念都完全停下

釋過牟尼佛說:凡是學佛的人一定要修「戒定慧」

巴大士所說能夠返老還童。雖然我在靜坐講義後苗，把

慮

才能接得解脫。我最近寫了一本「戒定慧之抉擇」'它

他分成幾個階段，希望有人跟著來學，但到現在還沒有

l

是對「戒定慧」恁樣選擇來修。但是關於「戒」依照釋

人敲過我的門。我最近走過三個國家，心裡非常難過，

一蟑螂
l觀

尊的譜法，「戒」是沒機會給人選擇的。因為釋尊對「

尤其是泰國跟台灣，都祇是蘊求拜拜形式而不注重實踐

例如身不動，口不言。第二步是「止」'什麼是「止」

什麼是「靜」?它是將你所有能動的束自完全靜下來，

來，亦即將意淨化。怎麼淨呢?第一耍一深倍思果，第二

麼樣綁呢?就是要用「奢摩他」。問時還要將正念提起

第一步就是要將這個「猿」和「為」兩個綁起來。而怎

一 21 一

戒」的規定很嚴，是不准給別人看，看了就必須要守。

不過據我曉得，戒還是有選擇的，為什麼呢?譬如你祇

蘊藏密宗靜坐法」是有一賽的，但就沒辦法放出去，因

我整天希單你們能更深入一步，老實說，我們這「

仙，就必須守十善;若希單將來當阿羅漠，那就必須向可

為你們現在的程度最多紙能到「靜」造一步，「止」更

準鋪下一世做人，那就必須守五戒;若準備下一世當神
別解脫戒;清希草成菩薩，就必須守菩薩三眾戒。而我

加沒辦法，更別說「慮」這一邊。

我教靜坐時，請「身語意」就是「脈氣點」，而最

難控制就是這個「意」，即所說的「心猿意馬」'整天

?那是將外面的環境和裡面的心境都停止下來，完全不

要離苦得樂，第一一一要轉迷成悟。

臨成妄念。如果任妄念藍天東跑回跑，如何成就?所以

動，好比「算盤珠」手撥才動。第三步是「定」'什麼

次說「定」，它分為三餾步驟。第一步是「靜」'

於道些戒條也應該有所選擇的。

滿次第，就必須守八艾粗罪及五方佛一一一昧耶戒。所以對

們密裝修生起次第，就必須守十四根本墮;若修報身居

。

的。第二步是「觀」'什麼是「觀」?音應念第四聾，

是「慮」'什麼是「慮」?就是將攘的不耍，完全要淨

轉迷成倍就是「慧」'它亦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

傅出去，如大藏經雖有多人詣，但光擺好看，有幾人從

原間，後來我才明白，到末法時期，高的法就越沒辦法

美去弘法，把一些東西弄得很淺，當初我不知道為什麼

問「罐」'藏音「

金剛竊、寶瓶氣、光明、夢幻、顏睦)，我雖整天想推

竄到尾去一看?就說我們密宗圓滿次第有六個法(拙火、

f弓台式戶」'即起過眼睛所看，

跟…般用跟著不悶，例如看見本尊心中咒輪很清楚，強

現在我要講的就是將宗喀巴大士所著《菩提道次第

，亥母就是拙火。第二層亥母就是我的陰體，陰體即等

拙火分五屑，簡單對你們說:第一層自己就是亥母

出去，就是沒辦法推，甚至亥母有五層，你們連第一層

廣論》後兩車「奢磨他」與「昆齡舍那」最精華的介紹

於我的佛母。第三層是用音速來攝受大自然的陰陽。第

X光更厲害，我們就是要運用這個來連到第

出來。京喀巴大士所講的「奢摩他」完全是依唯識來說

四層是用光遠。第五層是全部攝受到來後，殊勝自然威

如選調，比

，「昆齡會那」則完全是說中觀。這幾年來，我看過大

光融。所以我希望你們認真來修拙火。拙火，伊文思翻

、第二層都沒修好，怎麼推呢?

陸出版的書是很有深度的，不過有一點壤，就是一定將

為單熱，修報身必須靠這種本饋，等於我們做生意先要

五步是的「慧」'來轉迷成悟。

藏密氣功放進去。雖然減密含有氣功，但它祇是其中一

我雖藍天想放出去，但就是沒有訂單。為什麼筒

有鈔票一樣。

書捏，看到 Zm喀巴修止法」，我就把他拿來在香港講

波車把「敦珠新寶藏」裡商弄得很淺，我巳明白其道理

小部份，不能代表藏密。有一次我就在一本藏密氣功的
了十多天，但他們一點都沒領會。回到台灣來之後，為

。最近我一看到頂果親尊一篇文章說:所有密宗最高法，

清波車所寫「敦珠新寶藏」提，就教我們一種睡覺的方

了使你們能夠得到一點好處，喝此我把它重新來科判，
為了道個順便講一個問題，很久以前，大寶法玉到

法，即在睡眠時，如何觀想光明(眠光明)，我希望能

即是上前相應法，但由於高的法沒辦法推出去，所以在

香梅來，我問他:中心那麼多，為什麼不講「大手印」

趕快翻譯出來，來教你們修。(詩續)

而常弄得體力支持不來。

?他答說:「沒人求」。說到我們需被車從印度到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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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鑄滿圖像佛持加導指山宗密臨親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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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莊之廟滿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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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i重繪彩井藻廟滿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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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上會拜爺佛珠明

2日

用二佛傳
佛教之傳承，釋迦佛是顯教組飾，蓮花生大士是密
宗祖師。顯教是很明顯很清楚地將教理詳細說出。密乘
則多少有密乘獨有的道理，是鼎鼎生自密。照宗喀巴大士
說，共有十餾條件應該密。

己一釋迦牟尼佛

劉銳之金剛上師問示

弟子余迺永記錄

佛在過去生，中本已修行成佛，但為救度眾生愚癡'於是

發顯以化身經八相成道(有說是十二相)，由入胎以至
成王子身下生還個世界。

佛做王子時姓喬答靡，義為達到目的者;這本來是

古印度一位大學問家，又名佛陀的姓。出家後不用姓，

名叫悉達多。印度的種族類似中閣各地的名稱。佛的種

族名釋敵，意即能仁;出家的名叫牟尼，意即寂靜。全

名的意義是釋迦族最靜默的聖者，一般人叫釋海牟尼佛

佛是梵文的音譯，意謂「覺者」。覺者亦譯為菩提

一一一、正遍知:即無所不知，故佛超一切智。

供。

即劫濁、見濁、眾生濁、煩惱濁和命濁。眾住在此夫、

四\川在間解 在世問能解脫苦惱。

畜生的一一一聽道襄不辭流轉，生生死死，無有出期。釋迦 五\無上 +4 古代對有大本領者的稱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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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教第一祖師釋迦牟尼佛在何時誕生呢?印度是文
明古圈，但因為他們缺乏歷史記載，以至史實難以考定

。釋迦佛現公認降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但虛蠶老和尚
卻告訴我是一一千九百多年，馮公夏先生說小乘國家認為

稱，代表的會義闡述如下:

，也有譯做浮屠的。佛起碼有十個以至十五個不同的尊

不下，也無從稽考(華督教對耶穌誕生的年份也是不盡

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
一\如來

一一\應供 羅漢己得應供，由夫人供贅，佛當然更是應

..

..

人、時修輝(梵文說的非天)一一返回道，及地獄、餓鬼、

我們現居的娑婆世界，阿彌陀經說這是五濁惡世，

是有佛生於一一千五百年前的說法。

確實的〉'後經各船開會議論，將各說的年份平均，於

是一一千二百多年;較大乘說法少了近七茁年，二者相持

。

。

六\調御丈夫:丈夫指大丈夫，連大丈夫由可駕御，故

解純淨的稻米)。母親名摩訶摩耶，略稱摩耶〈義解大

玉的女兒，在佛誕生後七日去世。妹名波筒波提，後來

幻化王后)。是西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天竺天臂城善覺

成為釋海佛的養母。摩耶王后四十五歲繞懷胎，於西元

名。

七\薄迦梵

天人是指神仙，天的領袖帝釋天的王者，

梵文音譯，意即出有壤。

八\夫人師

前五百六十五年四月初八日誕生釋鄉，還是漠地的紀載

印度規矩，產婦要在娘家的屋中生育子女，淨飯玉

，小乘佛國謂佛與月光有緣，出生日期應為四月十五日

漢人說的玉皇大帝，統尊釋迦佛為老師。

即具足天眼、宿命、、漏盡三明及圓滿身語

之行為。

於是請波聞波提夫人護送佛母上路。隊伍經過藍耽尼嵐

能保持不昏沉，不散亂的狀態，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方法

摩增」'「立一摩提」'意即止息雜慮，心專注於一境，

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扶著樹幹'彿便在她的脅下出生。有說佛出世時，前行

等均曾到此地〉'佛母在無憂樹下覺得很疲倦，故舉手

-z 歇息(即今尼泊爾南部的羅美德，中關僧人法顯、玄樂

之一，又名正定。但宋代大儒王安石說三昧是身語意三

」

o

行，七步便有蓮花在足跡處生出。我也到過藍雌尼，

者皆停滯在噯曖昧昧的狀態，也就是現時粵語所說的「

但現持已沒有什麼可一君的了。

祭，也有先拜天，然後禮佛的，殊不知天帝也要向佛頂

你一樣修得成就，所以要與普通人一樣先入胎後降生。

所有人向他看齊，不要有藉口說我是凡人，當然不能與

釋迦佛早已修成佛果，大可用神通降世;但他希望

暐;好比請老師及學生在家吃飯，如果先敬學生，學生

圓寂時是八十歲，也與一般人的轉命一樣。

婚。妻名耶輸陀癮，生一子名擺棋釋。他感覺自己在世

佛當太子時，七、八歲已開始學文習武，十六歲結

佛下金時選中古印度北部的迦耽羅衛圈，相當於今

上已享盡榮華富貴，但設事無常，這些窮奢極侈的生活

謬誤育出的笑話。

如何敢吃?這些都是對佛教連基本認識也談不上，以至

呼人時，叫對方做某君先生，同樣可笑。一般人在家拜

澤查查」;又如稱佛為我佛如來，或如來佛粗，等於稱

胡說八道。瞥如三味是梵文沙瑪也的音譯，故又作「

漢人雖崇信佛教，但對佛學有研究的卻甚少，且喜

十\明行足

九\世尊:因克備眾德故，為世人所尊重。

..

日尼泊爾闊的地域，父親名當間歇那，義譯淨飯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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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允許的翠日，由王宮的東門起行。

弟難陀、提婆違多等貴族一起騎馬到覺苑行樂，佛在獲

的宮苑'名叫覺苑。太子於是請求父玉准許他偕聞從兄

飯玉為了遺發太子的納悶，於是又在城中建了一所美麗

也讓人找尋不到什麼人生意義，故每每有出家之恕。淨

宮視察民惰，沿途不必張燈結線。獲得允許的太子這次

淨鈑主稟陳既然岩、病、死的秘密俱已知悉，故請求出

艾知任何權勢地位俱不足以起死回生。太子回宮後，自

於是又從西門送太子也宮。路上淨賠天又化為…死人，

淨飯玉仍蕾相倍覺苑的美景，足以轉移太子心意，

丘。(比丘義為乞士，上乞佛法，下為乞食)。太子見

由北門出宮，淨居天化作一位容光煥發，心境愉快的比

界天上的神仙首領 V知太子出宮，為想度他出家，於是

了十分羨慕，一心要學比丘，以免除老、病、死諸苦。

小乘不喜說神話，現先說大乘的神話。淨居天(欲
化成一老人睡在東門外，不能行，不能說的一付可憐相

視，更多的美麗宮女盟繞著。一夜，太子看到熟睡的宮

太子想出象，淨飯去不詐，且派了更多人在四周監

是老?道但不幸的人，是生來如此，還是天蠶的裁判。

女就如紅粉骷髏'於是雙芋合十，向以前的諸佛致敬(

地、水、火、風四種元素，各該冗素的屬性為盤、濕、

受了四大不調便會病倒(四大印度人說的是構成物質的

宮。淨居天又變成一個不會動的重病者，太子問知凡人

部羅摩子仙人於玉舍城外森林中。彼仙執非想非非想處

所謂解脫不是究竟，可知也。以不能接望，去而訪鬱跎

之我，因緣和合仍有差別之想，被生死苦痛之所惱，則

狀態之果報也。受此報身時身心暫有休息，然果報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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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見了便問他的御霄，答是…個老人。太子間什麼

回答是人人共有的命運，任你王侯將相也不能避免。太

前六佛分別是

者〉阿羅邏迦蘭所，就學解脫之道。此仙人以無所有處

太子初借侍者東南行，至晚舍離城附近之仙人(學

四天玉捧馬足，由宮內飛晶。這峙的太乎是二十九歲。

佛、拘那含牟尼佛和迦葉佛)，之後命御者備篤，傳說

耽婆尸佛、尸棄佛、耽舍浮佛、拘留孫

問諸如何是好呢?於是馬上掉頭個宮，整天坐在花蜀
平J
中冥思苦索。

耶輸陀羅夫人於是請淨飯玉再次讓太子出笛，以為
祇要全城粉飾一翻，不讓太子看到任何可怕景象，就會

改變太子心襄不愉快 的 情 況 。

暖、動)，即使富貴榮華，妻賢子孝亦不能免。太子於

為真涯槃'比無所有處更進一步，而浪想非想之誰知，

為最上涅槃'即以超越一切有之思想，渡來世處無所有

是自宮，仍悶悶不樂。

淨飯玉見他上次出東門不快樂，便叫他改由南門出

..

然此暫依定力而得其淨之果，修囡力盡仍不免生死流轉

住於平等寂靜之知見，其果想亦為非想非非想之狀態。
，端身正念，發大願說

後此樹改名菁提樹)，鋪上吉祥草做的墊，東向跡跌坐

邦內一處叫時打加也的地方)，在畢僻羅樹下(佛證道

商務印害館版〉

此觀想了七廿四十九日，小乘說的是七日，果然見到明

可碎是身，終不起此座。」(大方廣莊嚴經第八〉。從

「我AA
若?
不證無上大菩提，寧

，其不能究竟之解脫如故也。(此段錄自品激印度佛教
太子兒徒修靜坐，即使高達無色界的空無邊、識無

星出現，屆問放光，證得眾生皆有佛性。那天漢人說是

i

邊、無所有及非想非非想四處，仍不免輪過苦海。故獨

十二月初八，小乘國家說是十二月十五。江湖一帶及山

史

往優樓韓羅眾游尼連禪河畔苦行林中，與諸苦行者為伍

東的寺，此日以臘八粥供眾，以為紀念。

。現在說轉法輪。以前印度人作戰時最重要的武器是戰

八相成道是由入胎、出生、出家至成道，這是由道

是普度眾生;希望各位緊記並依此修行。

現在說了佛為什麼出家，如何修行成就，志顯目的

，備嘗辛酸，擬得解脫。〈此露天僻地獨修苦行，殆為
印度人習慣;余於二十三年前，曾從噶林邦雪山蹄直至
大吉嶺，沿誰山努獨修者約廿餘人。)要知佛說法四十

九年全部說的是教理，但在耽奈耶(戒律〉部分是先全
照戒律方式演出的。

圓徑比人還高，中有鐵鑄輪軸如棍狀向兩旁突出，外包

輸。我到過蠶鷺山這個地方，見過他們古代的石戰輪，

常的虛妄〈佛教認為世問一切事物，都處在生起、變異

銅皮。據說打仗時士兵居高臨下，推動石輪輾壓敵人，

太子自食一麻一麥，如妞六年，雖參透有為法及無

和壞滅的過程中，還流不停，絕無常住性，故稱「無常

轉法輪即是以此臀喻用佛法摧毀煩惱。
法輸，最後曾三轉法輸。

釋迦佛在雪山修行六年後，度僑練如等五人為初轉

」)，但尚未證得真如佛性。由於身體棍度衰弱，為了

克服暈眩，故攀爬下山，浸在混暖的尼連禪河盡洗污垢
，重新振作精神。洛畢決定恢復飲食，其時過一名尸迦
即身心振作，臉上泛起究彩。此時僑陳如等五侍者見狀

叫他們不必隨侍左右，自己獨自在菩提加耶修行，道五

餾大臣跟著飽。這批大且為首的一個名僑陳如，釋迦佛

佛在修行時，淨飯王知道佛一定要出家，紙好派五

，以為太子信行退轉，故去了波羅撩斯城。太子於是返

個大臣便在波羅奈斯附近的鹿野苑(令日沙納特地方〉

羅錯的牧羊女，為之獻上九轉乳靡，悉達多進食後，隨

問菩提伽耶(現在該處仍有一金剛腔，印度人指比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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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照應他。

依經說佛成就後便想涅槃'但天人不允，要釋迦佛

轉法輪度眾生，於是佛便向備陳如等宜說凹諦。
現略說四諦法輪。佛說生、老、病、死是如何如何
的痛苦，你自己是應該明白的;但苦是由自己不斷集緊

這次初轉法輸，宜說的是四諦法輸。以後共轉了一一一

次法輸，如般若法輸等。佛從此不斷講經說法，不斷轉

法輸，差不多行遍古印度盟的半個國土，而四十九年所
說的有三藏及十二部之多。

佛最後是說涅槃經，為最後轉之法輸。其後至拘尸

AA
生? 那過的雙林樹下取般混槃。大迦葉主持荼啦，得舍利甚

多，由八值閣王共同均分，他們回閣後，都建築一座高

的結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

作者是。這些都是由囡緣所成的有為法，應該從此了斷

過人居處的寶塔供奉佛的舍利。塔的梵文叫車堵波。

佛盟寂的年份是西元前四冒八十六年。

李兆基

(待續〉

，但如何能斷呢?佛於是告訴我們應該修行，出家成為
比丘，便能滅煩惱、了生死，這就是滅的好處，是我們

。大昭寺簡介

一起禮佛，深刻體會到藏人對佛教的虔誠態度，荷大昭

今年六月，我們可以往回藏一濫，並和西藏人在大昭寺

，自從隨翻上師學佛後，往西藏的心願更強，終於在

一些佛像，於是使修大昭寺和小昭寺。

玉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由於她們帶來

會殿，寺院建於七世紀吐蕃玉朝松贊干布時，當時吐蕃

名勝》介紹，大昭寺藏語為「祖投康」'意思為大寺集

大昭寺座落西藏拉薩市八角街內，根據《中國宗教

寺的建築及文物，也使我們眼界大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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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得到的，至於修行的途徑有八正道，我們必須依此

單

修行，續可以得證涅槃'成就佛道。

g
g

我和妻子都是愛好旅遊者，彼此都嚮往到西藏一遊

八鬥緣 起

g

當時文成公主帶來釋過牟尼十二歲時身紫金像，
本供奉於小昭寺內，相傳松贊干布死後，唐朝要出兵取
自佛像，於是藏民把她藏到大昭寺密間內，後來金城公
主嫁入吐蕃'唐著和好，再將佛像掘起，而釋尊像再供
奉於大昭寺內。

已遊入 角 街 一 瞥
一般進入大昭寺必須於八角街頓時針方向走，大昭

，但這不會減低藏人禮佛的誠心，無論年紀的大小。

科大紹寺內禮佛

進入大昭寺內，殿堂回過的迴廊擺起很多溝坑，我

們學習藏人轉動迴廊的經輪，經輪很蠢，充滿很多酥油

，酥站是從善倍的手留下，這代表著他們的誠意，從海

古到兮，有不知多少人轉動過經翰，但大家的心意是一
樣虔誠。

迦牟尼佛，還有兩大幅明代留存至今的湯嘉，一個為大

進入大殿，如進入佛的瞳城，只見中央有一大尊釋

上，街內已擠滿人，有很多擁攤，有不少售賣臟民日用

威總金剛，一幅為勝樂金帥，而四周牆壁有不少諾佛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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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大門在八角街廣場，而我們到大昭寺當天是星期臼早

品，如頭巾、布匹、還有各種飾物、法器、佛珠和湯嘉

薩壁畫，有新有舊。

鍛內有很多善裙，比我想像的多，但他們很有秩序

地排隊，有不少手拿酥油燈，有峰一拿著一包包酥油，當
2

縛，總之琳那滿目，色彩鮮豔，正反映藏人的美術文化

途中有不少藏人一邊轉經輪，一邊念佛，特別是海畏

γ部份都受佛教影響;我們體會到他們很友善、

又一次，拉薩座落在高原上，空氣稀薄，運動特別喘氣露無死虹光身，佛法弘揚世界，需駕巴法幢遍豎。

燒，而在大門前巴有不少普倩進行大禮拜，禮拜克一次詳和，很一喜歡微笑。在此也祝福劉上部健康畏住世，

霧迷濛，原來是藏人將 -掉
u一帶有香味的乾枝拋入香爐燃生活每

當行到廣場，只見大昭寺就在前面，而門前一片煙，大家沒有爭吵，西藏人在佛教的黨陶下，由小至大，

方向走。位大家都誠心禮佛、念佛。在佛的世界，大家是平等的

獵人勸止，即為繞佛寺一定是頓時針方向而行，不能皮齊，.有些身上僕僕風塵，可能是從邊處來的遊牧人家，

如果你看見一些喜愛攤檔內的物品，想圓頭看，你會被碰佛體，為自已加持，有些更背著經書來，有的衣服整

老者，他們十分虔誠，不理會灌箏的注聾，一心專注。-行到佛前;就滴下酥油，為佛擅油燈加添光芒，然後輕

。

九五年十月，接赴承德參加第九次全國數學普及

部之王侯，賜贈封爵'並令依西藏三摩耶廠建寺為念，

定西北準噶爾部之說，乾隆皇帝於避暑山莊大宴蒙古四

黃毅英

作會議之便，參訪了「外八廟」之其……丁謹此雜記，以

並取「普寧」為名，即為普天安寧之意。

承德進記
為雪泥鴻爪。

」為局，後半部則以藏式須彌四洲為依。迦藍七堂依次

普寧寺以大雄寶殿為界，前半部依漢式「迦藍七堂

車程，抵步後，入住「教師招待所」'時正深秋，又已

為山門、碑亭、鐘樓、鼓樓、天玉殿、東西配殿和大雄

承德地處河北省北京關外〈畏城以北)東北的小時
入夜，氣溫怒目低於攝氏十度矣!

為博仁寺、博著寺(已不存〉、普樂寺、安遠廟、普寧

廟。此八廟均為清代康雍乾間供與西藏佛教之寺廟;計

好不斑媚，市中心與避暑山莊僅離咫尺，帶進郎為外八

自四塔。顯然仿照西藏河南昌都桑耶寺(還師於藏土所

兩側又建白台，表八小淵。四部洲頂又置紅、綠、黑、

南牆部洲、北俱盧洲、東勝身洲、西牛賀洲，每一部洲

、北、東、西建梯形、方形、月牙形、精圓形殿座以表

寶殿。再進為九米牆台，主體建築為大乘之間，周閩南

寺、普佑寺(已殘)、須彌福轉之廟、普陀宗乘之廟、

建首間寺院)格局。筆者曾登一部洲殿座，內奉財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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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為一山城，入秋紅葉綠葉交雜，再襯以山色，

殊像寺、廣安寺(已不存)、羅漢堂(巴不存〉及廣緣
寺(也殘)十二座，中清廷有派駐喇嘛之八(普樂寺、廣

大乘之間依山勢而成，保持背商前低之勢，與北京

雍和宮相類。雍和宮最後乃舉彌勒菩薩(立像)，普寧

安寺、羅漠堂直屬內務府綠營兵守護)。各各佈局高妙
，揉合漢藏建築特色，置身其中，令人游心於結構嚴密

，因其按布達拉宮仿建。布達拉宮與普陀均一，皆

再遊鄰近普陀宗乘之潮。普陀宗乘之踴又稱小布達

重百一十噸，高逾廿一一米，為全世界最高。

寺所供則為千手千眼觀音(以四十二臂作表)。全像共

據文獻所載，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清廷平

佛像。

先遊普寧寺，人稱大佛寺，概園內藏世界最大木雕

之世界。

。

拉

，四門崗城共托主體祖光閣，中央閻形類似天壇，閣內

普樂寺以宗印殿為界，前為漢式，後依曼跎繹之形

餘組塔台是羅棋佈、主次分明、極盡變化，其中正組塔

頂上播龍，類似故宮。閣"內盤中國境內最大的間里陀羅，

指觀音道場之普陀山。概達賴喇嘛為觀音化身也。六十

台頂上均蠶五塔，問以五塔門最特式，人可於其下三拱

壇城中央所供為上樂金剛。

動彿與密勒岱巴尊者之摩崖石刻，亦可記也。

中有彌勒菩薩、五世班禪、宗喀巴大士、七世連賴、不

冬日可喜燦爛，乘此再遊普樂寺背後之聲捶峰，墟

門穿過。中段為大紅台，明顯仿照布達拉宮中之紅宮(

布達拉宮由紅宮與白宮組成)。紅台再進為觀戲台，而
最後之主殿供古祥天母。
下午遊普樂寺，據載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

宮殿，不可議人遊觀。觀外八廟中還重樓閣，嚴緊細密

宗喀巴大士密之七義，中尊貴密之本尊連城，如帝王

師軍嘉活佛之議，造普樂寺，供上樂金阱，依夫人皈依

，方知其尊食之處也。

瀉。 ω飲後身體諾根得養，心裡增長善根。〉

人在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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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是準噶爾部之亂，西北邊陸大定。乾隆崑帝按國

佛法。

梁潔芳

做「極樂世界」。極樂世界遍地都是蓮花，且有七軍羅

胎。那模的人，沒有一切苦惱，只有各種快樂，所以叫

將他們「拋輯」到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修

網、七蠶欄橋、七還行擂，都是冊的種寶物周眩屬繞。

金剛乘學會如有弟子或其親友亡故，多請劉上師
習淨土宗的人，目的也在命終後，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的澄淨如琉璃。的H清冷，不寒不熱。的味道甘美
••

。制經軟如蠶煙。國光華潤渾。的性極安和。的除饑解

優點

到處都有七實地，池內充滿八功德水(即捕中水有八種

根據阿彌陀經、無量轉經、觀無暈轉經三部典籍所

。究竟極樂世界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記載

往生極樂世界的人，都從蓮花中化生，不是肉骨凡

..

出種種香氣。池底沒有泥淨，而是佈滿細碎棉軟的金沙

各人的心理，皆能如意。水流動時，奏出種種音樂，放

熱，想涼就涼。縱是億萬人問時沐浴，深淒涼熱，各隨

中沐浴，可以隨著意思，想深就深，想淺就淺，想熱就

不知不覺的換掉身上衣服，接齊舍身。門口住的方面

茁

畢，所有碗、碟、食物均由化去，乾乾淨淨。

盛著色香味俱全的各式美食，呈現於前，隨念所成。食

的方面:只要了觀念頭，七贊所成的碗、盤、杯、餘，

隨念所欲任何款式、任何顏色的衣服，自從天降，

所

ω 衣的方

。池中蓮花，大如車輪，發出腎、黃、赤、白等光輝，
的。上面樓悶，由是用金、銀、溜晴、玻豫、硨碟、赤

且微妙香潔。四邊階道，是用金、銀、增璃、玻豫

光爭彩，各處嶽鑼赤珠，光華四射。室內几床辟案，也

玉棟，珠欄銀階，硨碟瑪惱，作門作窗，-金碧交輝，色

有樓房單字，皆七寶所成。玻璃為牆，增璃為地，金樑

A口
A成

珠、瑪環等寶物裝成。

念就現，若欲換去，亦隨念而滅。以無灰塵，無須打掃

是七寶所成;蓋幢幢擒，皆是珠錦連綴。任一器具，隨

透亮。聾夜六時都有花朵從天幕下。那裡的人，常於清

拂拭 oM行
W的方商

極樂器土的地，是整塊噹漓縮成，上鋪黃金，光明
早，盛著各種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頃刻可阻食用

住的亭臺樓閣，亦能飛動，可隨蠶豆另一世界遊歷。飛

囡具紳足道，可飛行自在。同時所

早膳，因其神足道之故。(極樂園土的人，皆其六種神
天跟通、天耳遇、飽心遇、衛命通、神足通、鴻章

，又有天花聽動，天樂演奏。與盡時，伸臂問返回極樂

行中憑窗四聾，可見空中五彩曇霞舒捲'變現各種奇景

通

遇。〉天地間充滿音樂，自鶴、孔雀、鸚鵡、舍利、迦

世界。何等便利自在

。那些鳥音、樹苦，皆使聽聞者生念佛、念法、念僧之

法膏。)實樹、實羅網，於微風吹動時，發出各種樂音

畜生，國淨土無三惡道。是阿彌陀佛法力所化，以宮一流

盤，皆得不退轉。並得聞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

，但免蓮花綻開為聾，蓮花閉合為夜。往生極樂闋的眾

人民壽命皆無選無邊。極樂園土書一夜皆光明，無有晦暗

壽佛，間光明無壘，照十方圈，無所障礙，壽命與其獨

八們食 忍，成菩薩、成佛，然後乘願再來，度化眾生。

心。空中更有五光十色的幢攜贊葦，上下飄動，好像霞

種樂盟土教主何報陀佛，漢譯無量光佛，又名無量

1.

陵頻伽(妙音鳥)、共命(一身兩頭)等鳥，晝夜六時

..

至菩薩及諸菩薩眾說法教導，精進修持，終至證無生法

極樂閣土之人，生活是怎樣的呢?略分如下

..

戶門
u

no

..

..

飛蠶流;又有樓閣寶塔，在空中行停眾散，煞是奇觀。

，發出和雅音鳴唱，宣演佛法。(那駱一為非罪報所生的

..

上師於九月下旬，常赤現身抽重病，眾弟子憂心仲
神，決定於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一日，晚上七時五十分

，一連七會，舉行虔修觀世音菩薩及無死蓮師法，並加
念的則金藥師咒，其後潛台大馬等各會亦臨續舉行，弟子
發願搞上師念觀音咒及百字明過向者達數十人。
盟曆十月十日欣達台，中金剛乘學會十一週年紀念日

，是日早上八時三十分，舉行「筒波車上師相應法」及
「放生」法會，並祈顧上師健康長住世，證無死虹光
身，法會圓滿後供敗，眾人齒頰留番，又贈送「白衣觀
音」項鍊，以資留念。

鍾祿湘

)稍德法幢金剛上師健康長住世證無死虹光身
並祈詩

上師憶起宵波車著作有待譯成漠、又與弘揚

諸多大法待傳、巖傳寶藏也有待開發之巷口願

諸弟子等願以嚴守戒律、精進修持，並巷口與
上師同一願心祈請
上師應允弟子等之請求

健康長住世，證無死虹光身，饒益有情。」

，計一百多人，齊集合，中金雕乘學會，共同發願祈譜

咒時，咒音齊一 -m
暸亮，甚為感動，法會完畢，請求

切，叫刻骨銘心，隨即修上師相應法，念敦珠法玉心

部份同學於念諦時，珠淚滾滾而下，感懷不己，其情之

上師儸康長住世，曲高雄會長領導會員高聲念誦祈請

上師接受弟子之身詩意法物供贅，佛塔代表身供養，文

十月二十四臼早上十時，北中南高、香港五會弟子

上師健康長住世證無死虹光身文三遍，其文臼「

殊真實名經代表語供養，巖敢九股件代表意供養，並由

已哥哥及吋的問閏~月
口z
可兄弟三人前來台繭，專心負
zmrmd

十一丹二十四日千媚、詩軍兩位佛女帶問再也已

各會會接代表其會敬獻哈遷，以表誠意。

我等宵瑪巴眾弟子及供有眷屬共同虔誠祈詩

歷代傳承土師及三世十方諸佛菩薩空行護法
勸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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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N皂白 iuom

NPZDLg豆
m自
i 己之規格，絕對不能有

實大圓滿廟修建嚴飾工程，佛一母特別囑咐大圓滿踴必須

合乎香拔拉廟〈
絲毫鐘錯，據去敦珠法正於印度噶林邦修建

密宗山簡訊

楊束賢

乙亥年間歸中心，閉關師兄較往年為多，以上師

大悲攝引，不以身體連和為慮，慈悲地為弟子們開示觀

王宮時，工匠修建到一半，不知如何建下去?前

iZZH

音菩薩七天鼎閉關法、與普巴金剛廿一一大閉關法，以增畏

兄、李坤波師兄、劉錫、清師兄、喘一月耀德師兄、顏輝潰師

時人滿。其間，仍有數位閉學，圓滿百日闕，一為方太輝師

往譜一水敦珠法玉，法一玉在修法持，於定中跑到銅色

l

弟子精進修持。故於年皮肉眾多弟子入鞠靜修，關房頓

N妄的

山上，仔細觀察，鏡自抱王宮各部份之建設蠶點認錄下
來，展示主匠，並指導工臣如何先成後續工程，
gmjZE于
h 乃蓮華生犬土之五當'，…那時輪金剛到土內之王

因現時為五濁舉世，右手執五股件蠶右膝，表平伏煩惱

四臂觀音，…樓正中央供養蓮華生大士，一本現游戲坐，

養巖傅派金剛薩搔立←體雙身報身佛父母，背後牆壁彩繪

佛父母，其背後牆壁彩繪千 tT
于眼"觀世音
菩
J 薩，二樓供

兄注意。

圓滿，故閉關中心不再接受七天鞠期之申請，請各會都

廿一天為基數。前奉上師指示:普巴關課以廿一一大為

華閥，七天關期者為多，近上師關房者為普巴闕，以

擾，儘蠶將其直繭，近謗鵲房者為觀者閱或(莓深勝義精

關
智，主宮分一三唐!"頂層供養立體雙身之普一賢玉如來法身兄、與狗泊武帥兄，等由于筒、一蹄，中心頭避不
問
彼課
此干
J免

，在手托顱瓶寶並挾卡章伽'運師之左方供養藥師佛，

忿怒尊計超過一千五百尊之多，其壯觀情形可稱世界香

大土之二十五位大弟子，四方有護法，其他之寂靜尊、

〈移喜磋嘉佛母及-曼德華佛母)，後面壁上彩繪運花生

城，空隙處用吉祥物嚴飾，蓮花生大士跟前有兩位佛母

正對苗在方供養丹珠，右方供養甘珠，藻井彩繪各式壇

乎藏式佛像之圓滿。諸事正舉，仍賴各會師兄頂力相助

圓滿，特別於佛像之鑄造，由自喇嘛提供指導，祈能合

彩繪，喇嘛也提供所知與廟體各在嚴工人，希望能盡善

迷，問時亦由佛母推介之喇嘛與讀師進行廟內之整體

加添一樓左右兩側樓梯，廟旁則進行銅鑄佛像之立模打

之鋪設，鸝體工程之水泥粉刷、油漆、鋪姑紅寶石，並

密宗山大闡滿廟裝修工程持續進行，包括進出道路

拔拉宮之最，金剛乘學會有此一偉大貢獻，實拜福德

，願共成就!

右手結翠施印，左手定部托餘，右方供養釋迦牟尼佛，

法幢上師及各位同學顯力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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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諺輯蠶~
莊晶輯

咽，只習，只習，到足，有!
狐狸常常在外跑，

咽，圈可啊，司馬足，悶，同司肉!
到皮繃到架子上

旬，妒，剖，為 r 呵，悶，只司司，呵!
怯懦的狐狸竟與獅子比。
咽，罰，割惡吋詞，剖，可也可測，嘲
諷狸不搖尾，

~'~'有，~呵，習民，啊，負呵!
獵犬不豎耳

柄，副院氓， 9 ，惘，只賞罰'~足 ï
甘煎雖香甜，

呵呵呵，您有'~闕，悶，貝貝呵!
經吃的是精粗。

司剖，實呵，呵，詣，柄，們夫!
沒舔酪，老鵑頭白

間，剖'~~C:'~足 '1' 問遠，伊夫!
米飲血，為鶴嘴紅。
(晦生來如此)

司司司，閃閃刻，司啊，悶，肉!
總人以法，

叭，自惘，市民，相制!
須潔身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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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柄，悶，品有﹒可，剖，吋向﹒有足，吶!

米尋他人瑕疵前，

貝貝，~.~究，崗究，呵呵，嗯?軒".
呵呵割!
先蓋自己的長短

可 g 足，啊，咐，高氓，月 3 足，有!
一心為公

叭，啊.~惘，間， Rg 足"

司，戶，閃失，穹!
吃飯時報前

己事自成

「駒，向筒.~啊，悶悶!

悶悶，戶，同氓，穹!
幹活時掉過臉

青年的力，

題，雪，剖頁，可柄，街司!

柄，對策， g 悶，問題足· ,
不如老人的計

吃多了成病，

柄，品，創立，可吭，負司!

司司呵，用飛，呵呵啊，氓，同頁.，

話多了成訟

置物需盤托，

只眉立，向我，阱，特刻!

謂呵呵，只 gR 呵呵，恥， 5 副!

持物要把柄。

…說"來吃來喝"

電足，柄，呵呵氓，梢，希!

司穹啊，可片荒，和﹒呵，告閃!

脖子仲得像自老雁

墊子上游詠
(類似"紙上談兵"

)

一 39 一

問明呵呵 'Sl'啊，祉， 5 剝!
一說"來幹來傲"

叭，究，頁，這策，可有足 ï
面孔就像"金悶亭"。
※金剛手:菩薩名，忿怒
像。

呵?剖，哥叫剖，間，可副足，呵，怨，肉，有呵!
有話瞞著知己對誰講?

惘，迢，若有可剖，有，眠，母剖，向 ~I
飲食有節身體平安，

呵呵悶，只司呵，針，司悶，究，桐，認可，向 ~I
戰們有方性命安全。

肘，貝司，可§呵，柄，肉，哦，穹呵?
柄，有 3 司

萬剖，悶，筍，科尸耐煩，有底，蜀，慧.~司，剖，

每汽!

一臼飽飯攪得肚子上下不
安，

函，呵，可§呵，柄，也頁，哨，過，叫內 f

善吃，食不斷

啊，悶，啊，割肉'~剖，門足，啊，哲
學，剖，呵!

呵呵

一姆壞人鬧得地方遠近不
寧。
萬峙，有，只惡 1

陀食要消化，
呵呵呵，司，向啊!

講話要真誠。

會穿，衣不斷。

這氓，悶， 5. 筍，悶，這只 1
數落女兒，
認呵，悶，副司同﹒剖，悶，認可!

刺傷媳婦
(指桑罵魄)

(待續)

司剖，剖，悶，可 ~n:::' 司，想，悶，穹哉!
食物瞞著娘親給誰吃?

一哇。一

眼軒剝削趴
avawd
個g
翩q
翩回們研

盟中…晶晶藹決峭的
二十一天普巴閉關法關期將近，看著其他師兄巳國

滿出闕，問自己郤因俗務繁忙，無法如期閉關，祇好硬
著頭皮向恩師請求延期，恩師慈悲為懷，不僅向意

忘塵

食習慣，以保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像這次閉關，若不是

恩師的加持力，我想大概就病倒在闕，中，在此以感恩
的心叩謝上師的加持。

悔」，每當我諦戒時，平時所做的事便一一浮現，關中

不過璋次閉關最大的收種，即在於「二十一天的懺

叩謝。後囡俗務處種先舉，忙訂閱房，準備關中所須物

心靜，與生俱有的分別智，便會讓自己很清楚知道那些

我的延期，並予以加持，讓我心中深感慚愧，祇有恭敬
品，君熟儀軌，即懷著糟糟懂懂的心去闊攔。

事自己做錯，不需解釋，不需爭辯，不需討論，自己比

F 眉立一句括其蝠，
7)

「慈悲喜捨之心
理事圓融之意

敬愛冤親債主」

曲的叫

國平時怠惰鬆懈，好逸惡勞，總是給自己找藉口，

誰都清楚。

尤其平時在身語意對上師的不恭敬之處貴為我第

找理由，沒有自臼作功夫，按時吋作功課及靜坐，一入觀
中，即可得知自己所下的功夫到什麼程度。每當兩腿酸

一懺悔之事。而自以為是，得理不饒人，毫無慈悲喜捨

，頓以

能讓自己的習性改正，也唯有如此方能與諸佛菩薩相應

調整自己的心境，深偉因果，嚴守戒律，一心向善，才

融為第一一一之事。太多太多的事都足以讓自己懺悔，唯有

之心為第二懺悔之事，作事有稜有角，為人處事不夠圓

痛不巴，就希單下座的時掏趕快到，尤其一天功課下來
已無心及精力去思帶其他的事，…躺下即呼呼大睡。二
十一天的關期就在繞塔、修法、持咒、吃飯、睡覺，中混
過，也由於這次閉關得知，一年來在修行功課上所下的
功夫，實為可笑，也可說是交了一張白卷，內心的羞愧
，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由這次閉關發覺自己的體力非常是，平時飲食攝取
不均衡，缺少運動，都容易使自己的健康受損。誠如
恩師告訴過我的話|!「不管是要做大事業或是大成就
都要有一億健康的身體」，令後我當好好注重自己的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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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Faith

意樂

Fa 'll our

依止

re/iance

三摩她

S amadhi

總說

Genera/

別說

Parficu/ar

如持

b/essing

無記行

1 ndifferent action

涅槃

nt r 'll ana

輸過

samsara

因乘

cause yana

成就/悉地

Siddha

世間成就

con 'll entiona/ (mund ane)

出世間成就

supreme (non - mundane)

呆

1 ruit

業轉

kamic obscuration

業

karma

解脫

/iberation

自業

日! hite

自業果

Fruit 01 white karma

無業

B/ack karma

見

'Il tew
ρb

Ee-b

G

,',

句J

究竟

'Il iew

n

兒修行果

4u

淨化

M阿'，'，

遊戲

siddhi

karma

',., I rJ ',', rJ u n TJd
gnrnr
bzvJS
E''
ψrdf

生性

siddhi

, meditate , practice , lruil

Comp/etion

( To Be Continued )

一 d-

有情

sentieni being

外道

siddhantas
PLU

PLW

aφ'
，

Eικ

nυγ'

ψh

r wa
ttd
nar a m n
. ufd

下根

",

聲聞
婆羅門

brahman

因陀羅

lndra

聖賢大德

saints

天命人王

gods and king s

Consequentia/ suffering

行苦

Approaching to suffering

苦苦風糧
離得八呆資

苦苦

別不晃著妄著治邊二生就問德道聚

Suffering due to change

愛求邪染虛食對捨二無無成世功根積

壞苦

Separation from the be/oved
N ot getting ones'

wishes

Wrong view
atiachmenf
i//usion
desire and atiachmenf
anfidote
avoid , abandom
dua/
non - difference
unborn
a r; comp/ishment
eighi wor/d/y winds
merif
roof , pafh , lruii
Accumu/aiion 01 merif

一 C 一

"岫倒叫

多古扎寺

Dorje Drag

自玉寺

Dpal - yul

哲蚱寺

Drepung M onastery

甘丹寺

Gard en M onastery

噶陀寺

Khatog

閔珠林寺

Mindroling

布達拉

Potala

熱振寺

Reting

色拉寄

S era M onastery

大昭寺

Jokhang

百勤 2年

Z ichen

塔

寺院

Chofen , Stupa
gompa

一般名詞

行者

praditioners

弟子

disciple

繪相

Portraif

現相

Appe iI rance

羅漢

arhat , arhan

菩薩

bodhisaitva

比丘

biskhu

三寶

3 jeweis / tripie gem

佛

Buddha

法

Dharma

僧

辟文/獨覺

sangha
Pratyekabuddha

hυ

THE

FIV 臣 CATEGORIES

THAT ARE NOT TO BE TRANSLATED OF
MASTER XUAN ZHUANG (7)
Wong Ngai Ying

三界

3

欲界

desire rea/m

色界

form / maieria/ rea/m

無色界

form/ess / non - maieria/ rea/m

rea/ms (desire , maieria/ , non - maieria/)

地步
安多(青海)

Amdo

佛陀伽耶

Buddhakaya

迦蘭陀

Ka/andaka

拘尸那城

K usinagara

藍吭尼

Lumbini

沙羅林

Sa/a

舍衛

S ravasti

輸屢那

Srona

間正合離城

Vasisa/i

鹿野苑

deer park

靈鶯山

V u /t ure hi l/

大寒林

G reat co/d cementary

屍陀林

cementary

須彌四淵

M t M aru , 4 coniinents

雅饒州

Ngayab

香巴拉

Shambhala

八邦寄

Pa/pun

塔爾寺

T aer monastery

扎布倫寄

Bkra - cis - /hum - po / Tsahi Lingpo

自岩~

Brag - dkar

桑耶寺

Bsam - yas , samya

a

且正三只

村有為鴨惜!同尋吋畸真有問村社可!
W詢問Y的咱這部悶有兩咕咚哼!可呵呵!
50.
CH'OS.rGYAL. RATI寸A.gUNG.PA.-JEW-:E L ISLAND YOGIN. As 也e tran旱，
lator La ng Dro returned to Lhotrak Trush凶， He opened the door of tv.叩句. five Zap Ter
like the Four ColI ections of Kharchu , Possessor of uníailing all pervasive 缸tivity-H omage
to Ch'ogyal Ratna Lingpa!

常嗎巳自市佛傳承系統

(50 )法玉耶那筒巴

于

呵呵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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