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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滿廟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蓮師法會─蓮華生上師法、鄔金藥師法、馬頭金剛、拋斡法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
農曆第二週日 觀音法會─白衣觀音法、無死生命精華
農曆第三週日 空行法會─咕嚕咕叻佛母、聖寶源度母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第四週日 布薩法會
如增週日  文殊法會─黃文殊法、黃財神法
每週日法會，先修上師相應法、火供山法，並加修黃財神本尊法；
法會後 ── 藏傳佛教基本常識專題講課
香港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拋斡、上師相應法、無死蓮師、準提菩薩、放生、馬頭金剛
藏曆初十  上師相應法、蓮師、千佛名號
藏曆十五  上師相應法、金剛薩埵、普巴金剛、文殊菩薩 
藏曆廿五  上師相應法、蓮師財神、咕嚕咕叻、聖寶源度母
農曆第三週六 超度法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
每週二  錄影帶開示 
澳門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長壽法會  早上10點正
藏曆初十  千佛名號、蓮師會供、釋迦佛法、藥師佛法
農曆十五  金剛薩埵、文殊菩薩、四臂觀音、黃財神法
農曆廿一  超度法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大白傘蓋、咕嚕咕叻、準提佛母、聖寶源度母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法會
未註明時間的法會均為晚上19：30開始
臺北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空行心要、無死蓮師、鄔金藥師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千佛名號讚、觀音法、拋斡
農曆第二週日 火供山法、無死蓮師、鄔金藥師、大白傘蓋佛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第三週六 度亡法會
農曆第三週日 無死蓮師、鄔金藥師、大白傘蓋佛母、咕嚕咕叻佛母、黃財神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藥師佛、綠度母、聖寶源度母、黃財神
農曆第四週日 布薩法會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法會、金剛薩埵、拋斡
每週三晚錄影帶、每週日下午研經
除度亡法會晚上 19：00開始， 週日法會上午 10：00舉行，其他晚間法會晚上19：30開始
臺中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上師相應法、鄔金藥師、金剛薩埵成就法、金剛薩埵除障法、火供山法、空行心要
農曆初十  蓮師會供、上師相應法、白衣觀音、拋斡、賢劫千佛名號讚
農曆第二週日 上師相應法、釋迦牟尼佛、金剛薩埵除障法、大白傘蓋佛母、火供山法、空行心要
農曆第三週日 上師相應法、無死蓮師、馬頭金剛、大圓滿最勝寶總集、火供山法
農曆廿五  上師相應法、咕嚕咕叻佛母、空行心要
農曆最後週日 布薩法會、大圓滿最勝寶總集、火供山法
研經班 ── 每星期一、二晚上七時及每星期日法會圓滿後。
法會日除週日於早上08：30舉行外，餘於晚上19：30舉行。
台南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拋斡
農曆十五  白月布薩法會─金剛薩埵、鄔金藥師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廿九  黑月布薩法會、甯瑪派基本常識講課

高雄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上師相應法、蓮師、觀音、放生法會、馬頭金剛、鄔金藥師法、黃財神法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上師相應法、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大白傘蓋佛母、伏金翅鳥智慧空行母、聖寶源度母
每月第三週五 空行心要、上師相應法、拋斡法會
農曆月底週五 布薩法會、上師相應法、金剛薩埵除障法
每月中旬週六(或週日) 「敦珠新寶藏半日禪修」、「靜坐班」
每週四   研經班(楞伽經)
法會遇週六、週日，於上午09：00舉行，加修火供山法，餘於晚上19：30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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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開示：

菩提即種 大悲為泥

虔信是水

如是起修 必至悉地

甘露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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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期）

度化家人

同樣地，學佛人發菩提心，出來做做

義務工作本來是好事，倘若因此把家裡

的事不管不顧，做成家庭問題，這樣對

陌生人慈悲對家人不慈悲的做法是不對

的。要知道，佛陀出家證道以後便回到

家鄉去度化家人和族人。因為釋尊在離

家前向父親說過，有朝一日證悟了大

道，便會回來度化他們的。佛陀特別注

意孝道，當父親駕崩時，佛陀親自回家

抬父親的棺材。又把佛法帶回家裡。故

此，我們在生活上應把佛教精神展現，

讓家人也信佛及修行。

面對逆境

在家的學佛人在生活上的逆境又應如何

自處呢？有些人在工作時不好好地用心

工作，說是在念佛、是在修行。修行佛

法，不應該是妨礙到工作的藉口；盡心

工作才是修行的一種體驗。修行佛法更

不是疏離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藉口。

對於別人的攻擊，應該如何面對？

2

上師作品集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 

佛教修學與現代生活的提升
修學藏傳佛教的在家人遇上生活（二）

The Third World Buddhist Forum

Tibetan Buddhist Lay Practitioners in Their Daily Lives
◎黎日光上師 Sunny Yat-Kwong Lai

Influencing family members

Similarly, it is something nice for lay Buddhists 
to become volunteer workers out of bodhicitta, 
but if by doing so, one has no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and create family problems, this kind 
of behaviors （having compassion to outsiders 
but not to the family members） is inappropriate. 
After Buddha Sakyamuni was enlightened, he 
went back to his home town to teach his own 
tribe and in fact before he left home to become a 
monk, he told his father that he would come back 
and teach him once he gets enlightened.

Lord Buddha showed great respect to his 
seniors. When his father passed away, he 
deliberately went back home, taking care of the 
funeral. As we actualize Buddhist teachings in 
our daily life, we let our family members believe 
in Buddhism.

Facing adversity

How should lay Buddhists face adversity 
of life? Some people claim that they are too 
indulged in Buddhist practice and don’t care too 
much about their duties in the workplace when 
they should. Practicing the Dharma should not 
be an excuse for affecting their duties. Devotion 
in work is a kind of practice. Again, indul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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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羅睺羅跟舍利弗在王

舍城乞食，一個流氓將沙子投

進舍利弗的缽內，並用木棒子

打破了羅睺羅的頭。舍利弗安

慰他說要嚴守忍辱，世間沒

有比忍辱更勇敢的人，任何力

量也戰勝不過忍辱，能忍辱內心就很平

靜。

佛陀說：「有智慧的人，能見到深遠

的因果，克服嗔心，多行忍辱。能忍惡

行，才能平安，才能消除災難之禍。

忍是大海中的舟舫，能度一切苦難；忍

是病者良藥，能救垂危的病人。我能成

佛，獨步三界，主要是心地安穩，知道

忍辱德行的可貴。」

「怨憎會」是人生中八苦之一，常會

碰到。遇上以後，能否安忍，一方面是

講個人的修養，另一方面，從佛法開示

的因果律來看，知道是過往生不良人際

關係的業力作用。仇恨會使到自己很痛

苦，不過，被仇恨者，可能是自在地生

活，沒有感到痛苦！放過仇恨他人其實

可能最終是放過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用

安忍對付逆境是最好的方法。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佛法是守護

心的法門。《史念原始佛法》說：要修

慈悲的時候，首先要學會對自己慈悲，

上師作品集

上師徽幟

in Buddhism practices should not 
be an excuse for alienation with 
others.

How should we handle the 
attacks from others? Here is a 
story. When Rahula and Sariputta 
were begging in Rajagaha, a rascal 

filled Sariputta’s bowl with sand, and hit Rahula’s 
head with a wooden stick. Sariputta comforted 
Rahula and told him to endure humiliation. 
People who can tolerate the insult are the bravest, 
as there is no power greater than this behavior. 
He stayed calm after hearing this. Upon knowing 
this account, Lord Buddha said, “a person with 
wisdom understands the karma, overcome their 
anger even being insulted. This is the way one 
can find peace and avoid disasters. Forbearance 
is a boat in the sea, which can go through all the 
difficulties. Forbearance is a good medicine of 
the illness, which can help and save the patients. 
The reason why I get enlightened and can walk 
through the Three Realms is that I realize the 
virtue of forbearance.”

“Acquaintance with those whom you dislike” 
is one of the eight sufferings in the human realm. 
It is common to encounter this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whether one can handle it depends 
on one’s own practi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also see this from the law of karma that 
such a circumstance is in fact a result of the 
po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e created in 
our previous lives. Hatred will bring us painful 
experiences, however, people who are being 
hated won’t sympathize our pain! Therefore, 
letting go these foes is in fact letting go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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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母親對待孩子一樣，耐心地對待自

己的心，把它保護好的時候，如實知道

自己的心，才能夠懂得對別人施以真正

的慈悲。對自心的保護，佛法的道理都

是一樣的。現代人常說有危就有機，逆

境中的磨鍊，是智慧的開展。逆緣是一

種加持。在逆境中向佛陀、菩薩求助，

也有幫助。

當下生活配合修行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否要退休後才可

以修行？修行佛法應該是愈早愈好的，

體力和精神好一點，學習上也容易一

點。藏傳佛教的修行要求在行住坐臥中

守持正念，成就本尊的佛慢。密宗講的

佛慢堅固，就是說在修習本尊法，將自

己觀成為一位佛或菩薩，在行住坐臥有

佛或菩薩的觀想。把自己當作是一位佛

或菩薩，那麼，行事立身自然是不會有

邪見和錯誤的行為了。

這個做法對工作的影響不大，你只是

以本尊聖者的心態來處事做人。亦只有

“To purify one’s mind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s”. The Buddhist dharma is in fact a way 
to protect one’s mind. In Theravada Buddhism, 
it is taught that in order to practice kindness, one 
should learn to be kind to oneself. Like mothers 
caring their children, one should truthfully 
understand and protect one’s mind. People 
nowadays always say that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in crises. Go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is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and is a kind of blessing. 
It is also helpful to ask for help from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hen we are in difficulties.

Aligning with daily life

Another common question is whether one can 
leave their practice after they have retired. It is 
always good to start doing Buddhist practice 
early, the sooner the better. It is easier to learn 
when you have a goo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ibetan Buddhism requires practitioners 
to hold the enlightened mind in every moment in 
daily life, maintaining firmly the Buddha pride, 
i.e. visualizing clearly oneself as the same as the 
Buddha or a certain Buddhisattva. If one can keep 
this, how can one have wrong views or wrong 
deeds?

Such a practice in fact won’t affect one’s work 
since you are conducting your life as usual but 
with an enlightened mind. Only by doing so, one 
can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this very life. That’s 
why practice is possible for busy people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wait till retirement.

Sel f  effor t  i s  a lso  s t ressed in  Tibetan 
Buddhism. The practitioner visualizes oneself as 
the yidam and can seek the help fromdakinis or 

八吉祥──金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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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修才有成就即身成佛的可能。所以

說在忙中亦可以修行佛法，不用等到退

休，或是得個空閒才做修行的。

藏傳佛教的密法講他力亦講自力。密

宗修行人自成本尊、又有空行、護法等

可以求取協助。有息災、增益、財富、

懷愛等世間法的修習，以增加助緣，都

要有師父傳法。今人學佛每每喜歡自己

研讀經論而不去尋找有傳承的好老師，

要能真正開悟，是很難的！《六祖壇

經》也說，「無師自通，威音王以前即

得」，威音王是天地初開，也就是說並

無此事。

對於在家修行密法的行人，《入佛子行

論》提出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

和究竟道五道成佛的說法，是一個漸修

的路線圖，修到一個階段，可以頓然明

白其中的道理。藏密要求皈依了佛教的

信徒在見道前先要發心、積聚資糧、消

除道障。要發的是出離心和菩提心。  ◎
待續 

dharma protector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y practices like pacifying, enriching 
and magnetizing. However, all these need 
the  t ransmiss ion  of  a  Guru .  Nowadays , 
some people are fond of learning Buddhism 
from books, in fac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enlightenment without having a qualified Guru. 
Just like what is said in the Platform Sutra, 
only before Bhismagarjitasvararaja Buddha, 
enlightenment without a Guru is possible. The 
Bhismagarjitasvararaja Buddha symbolises the 
beginning of time. In other words, enlightenment 
without a Guru is simply impossible.

The path, comprising the stages of accum
ulation, reinforcement, seeing, practicing an
d ultimate accomplishment was portrayed in 
the Deeds of the Bodhisattva. It is a road map 
to enlightenment. In Tibetan Buddhism, one is 
required to generate the mind, accumulate merit 
and remove obscurations before seeing the path. 
The “minds” to be generated are renunciation and 
bodhicitta. ◎ to be continued 

八吉祥──寶傘



上師弘法行程表

● 2013年3月24日【週日】澳門金剛乘學會

舉辦『蓮師灌頂法會』並即授予儀軌開示

● 2013年4月5日【週五】PM 7：30－9：30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與衍空法師、潘宗光教授等各以『禪』『淨』『密』演講《生死觀》

● 2013年4月7日【週日】於台灣密宗山大圓滿廟

AM 9：00－11：00 主持『布薩』暨『火供山法』同修法會

PM 2：00－4：00擧辦『清明大幻化網金剛薩埵超度法會』

● 2013年4月20、21日香港金剛乘學會

擧辦『成立60週年會慶素宴』『千佛灌頂法會』暨『海上放生』活動 

祝願世界和平 國泰民安 法輪常轉

● 2013年6月1、2日高雄金剛乘學會假東方設計學院

擧辦『藏傳佛教毘盧七支靜坐法』教授 暨『聖寶源度母結緣灌頂法會』

● 2013年7月13－16日臺灣台南密宗山大圓滿廟

擧辦『大專生夏令營』－－生命與心靈啟發之旅



傳
承
上
師─

─

敦
珠
新
寶
藏
傳
承
上
師
簡
介

願本文中每一個字，均成為每一位讀者迅速成佛之因。

「上師」是帶您渡越輪迴苦海的領航者，願您以「虔信心」祈請

憶持，時時與上師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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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上師

敦珠新寶藏傳承上師簡介 （二）

（續上期）

7. 移喜磋嘉佛母（西元757-817）

於西藏王赤松德真時期為西藏卡珍地區

之公主，為蓮華生大士廿五大弟子之一

及其法侶。其得蓮師傳予顯密一切之教

法，外、內、密之灌頂及修持教法，更

於梳都達佐得蓮師之心要與口訣。

蓮師為著未來之所化與佛法，在印度、

尼泊爾、與西藏諸地區，巖藏之法、財

寶、藥、占算、所依（如佛像等）三昧

耶法器品物，其數無量。其所說之一

切法，由移喜磋嘉佛母，用《不忘失

咒》，以為傳持，而結集之。在「五種

黃紙」下面，將空行意趣之表示，書成

文字，置於巖庫各種法器之內，蓋以不

壞之印信。在各巖庫之地區，蓮師與移

喜佛母與弟子等，共藏進去，並付託予

護巖之諸護法、善妙以保護之。

蓮師前往雅饒洲後，移喜佛母復住世多 
年，於西藏上、中、下三地區，儲藏許

多不可思議之巖庫法，傳授佛法及行利

益有情的事業。

蓮師曾授記移喜佛母之身、語、意成就

與其無二，期後會在雅饒洲與之一起。

及後佛母於薩布山，對其十一弟子傳下

許多口訣及授記。於藏曆八月初十日黎

明時於光蘊中，飛赴雅饒洲。

8. 敦珠甯巴（西元1835–1904）

生於西藏青康高地嘉木熱（現為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為小容傳諾氏種

族，其世系出現數量可觀的成就者。

移喜磋嘉佛母法像（大圓滿廟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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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甯巴法相（大圓滿廟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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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上師

根據《上師降生傳記》，上師於過去

世中，曾為賢劫千佛之根本上師具力金

剛。於釋尊住世時為其弟子舍利弗。於

蓮師出生於鄔金海洲時，為當時國王的

大臣茲拉尊。蓮師入藏後，為其廿五大

弟子之一佐賓車聰譯師。於中國元朝

忽必烈時，為國師八思巴（西元1235–
1280）。上師之過去三世均為伏藏師：飲

血伏魔金剛（西元1617–1672），佛子福

德德尊（西元1675–1724），伏魔若巴者

（十八世紀）。

下一世為智者移喜多傑（無畏金剛

智）。

上師自幼已現神通力，十歲時得伏魔

金剛巖藏庫，灌頂及傳授。修習《忿怒

蓮師法》時得見蓮華生大士而得大圓滿

心要教授及授記。廿五歲時，得蓮師及

移喜佛母開示，開發第一個巖庫，之後

在不同地區及自其意巖中開發三根本：

上師，本尊空行及護法教授，寫成文字

後，傳授與弟子，令其成熟解脫。

上師自言一生面見持明上師，勇父，空

行護法無數，得其不可限量授記。尤其

從蓮師攝受時起，一剎那也不曾分離。

見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光佛後，得受《極

樂世界》的修法灌頂和傳承。見藥師

佛，得賜灌頂及教授及指令為其代表。

見金剛持得賜教授口訣。見八大持明，

得授予八大法行的灌頂、傳承。面見釋

迦炯乃，協繞札巴，得大圓滿法類。三

次親見龍青巴尊者，得受完整大圓滿的

見修法。印度帕單巴尊者為其宣說空性

見解的要義。見瑪吉拉卓空行母，得賜

甚深《斷魔》的教授。面見文殊菩薩得

賜予《文殊密集》的灌頂、傳承。面見

觀音菩薩得授予修法的灌頂、傳承和本

尊《瑪哈得瓦修法》的灌頂、傳承。見

密主金剛手菩薩，得圓滿賜予密主其修

法和紅黑夜叉、阿火拉、單堅護法神的

修法灌頂傳承。見文殊語獅子，得賜虹

身教授。

上師六十九歲時，有感此生事業圓滿，

乃召其心子，囑其至西藏東南地之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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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上師

角，此乃蓮師之秘密勝地，他將會示現

於該處。其後，於妙音，光蘊及花雨

中，身體放出光彩，逐漸縮小至如八歲

小兒之身。於荼毘後得不同形狀之五色

舍利。

9. 卓朱巖頓旺布（西元19至20世紀）

生於西藏德格為一轉世靈童，金剛手

及毘盧渣那之化身，於扎普空寺坐床及

出家。於少時，於雪謙二教興旺林州

寺，從班智達文哲圖多南嘉等，聞《中

觀》、《般若》、《律學》、《法藏》

等顯密經典及醫學等學科。尤長於書

法，能寫出六十四種不同風格的字體。

十五歲時，跟隨蔣揚親尊旺布。隨學七

年，得聞顯密正法，光明大圓滿法密精

義，上下部的續、傳承、口訣等。為其

不共的內心子。此外還從其他上師如鍼

剛恭初羅爵泰賢，米彭寧波車，扎西窩

錫堪布等聞《大寶伏藏》、《訣竅藏》

等和無數口訣，亦精通醫藥和曆算等。

後其上師令他到伏藏師敦珠甯巴處，以

他倆有過去世之緣份，會有更大的利他

事業。上師跟敦珠甯巴之重逢如父子之

相見，其後敦珠甯巴將其伏藏《法性天

空界藏》、《深密空行精義》、《淨相

智慧網》等一切續，傳承及口訣賜予，

並為其灌頂，令其如授記中之正法之

主，封為內心子，成為持證悟，實際傳

承者。上師著有新伏藏《智慧明、銳利

金剛杵》等續和口訣的註釋。

後依敦珠甯巴之指示前往西藏東南啤

嗎角，蓮師之秘密勝地，尋找並確認其

轉世。並為其轉世智者移喜多傑（無畏

金剛智）舉行坐床典禮。傳予大圓滿法

的全部續、教授、傳承及口訣。上師在

啤嗎角居住了十六年，圓滿完成利他事

業。於敦珠甯波車（智者移喜多傑）

十八歲時，在奇異徵兆及虹光中，將色

身收至原始大內明，當荼毘後，其心、

舌、二目自然融合，不為火所觸及，舌

向內捲如台座，乘托著心，二目則向

外，示現大樂蓮師相。現存於啤嗎角，

摩訶果扎寺內。◎待續 

卓朱嚴頓旺布法相（大圓滿廟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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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云：「創鏡花法會，建水月道

場。」蓋感於世事無常，不論清淨染

污，概以如幻觀之，故有此喻。若有弘

法會所，成立多年，而常苦風雨飄搖，

岌岌不可終日，竟為人所攻訐所覬覦，

此歷古所希聞，今雖雨過天青，然居安

思危，金剛乘學會成立十六週年回憶之

作，有不容已者也。

西藏稱顯教為般若乘，密法為金剛乘。

然密法之在漢土，滿清而後，視為禁

臠，宮闕供奉，民間無得而聞。清室既

亡，法乳遂得普飫；白普仁尊者首於北

京弘揚；　多傑覺拔尊者，周遊各地，

密法覃敷，西元一九三二年秋，駕臨香

港，攝受者眾。而　福金喇嘛、　榮增

堪布、　諾那上師，先後蒞止，猗歟盛

哉。其後遂有密藏院之設，不久而會務

中斷。　吐登喇嘛應謝卓如居士之請，

抵港居留，得以重振。迨陷日寇，遂不

堪問矣。

一九五○年秋，避地海濱，從　吐登喇

嘛聞受密法，遵囑組成真如藏密院，庶

幾弘利得所，償其宿願焉。同人等以研

習密法，除學格魯巴（漢俗稱為黃教，

吐登喇嘛屬此）教法而外，其精要處，

尤在於甯瑪巴與噶朱巴（漢俗稱為紅教

與白教）。  貢噶上師躬承兩派，亟欲逢

迎蒞止，親近承事；但欲申請，必須具

「法人」資格，此金剛乘學會所由成立

也。遂於五十三年七月七日假座宇宙會

所學行成立會議，為便於申請計，李世

華居士以其堅道祖居，為之會址，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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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六十載－時輪幻化之印

 

《鏡花水月十餘年》
──為金剛乘學會成立十六週年而作

◎劉銳之   轉載自《金剛乘季刊75期》

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於民國 42 年【西元 1953 年】7 月 7 日成立至今，時光之輪已輾過六十個年頭。

學會擧辦各種活動以茲紀念。故於 7 期 8 期法訊特輯專題報導。以留下時輪幻化之印

＊慈悲尊貴的智者 敦珠法王精簡濃縮藏傳佛法儀軌暨法要，

傳給漢地演教者   福德法幢劉公 銳之金剛上師 成漢化本土化第一人。

＊法王珍貴的「敦珠新寶藏」法要傳承，是一種直接且精髓竅訣的法門，

則透由 仙藩甯波車傳給 楚英窩錫【法界光】黎日光金剛上師而方便現代漢人佛子。

＊如是殊勝因緣在金剛乘學會，難遇得遇。

＊願夲所有讀者，乃至一切如母有情均能善解如是學會，珍惜如是因緣際會；

珍惜此身，知無常苦，深信因果，怖畏輪迴，發心向道，皈依真諦，甚深微妙，

追隨如是殊勝難遇之師，直至菩提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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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六年矣。

如是會址既非固定，故一切聚會，均假

座別處舉行之：如　貢噶上師追思會，

假座於香海蓮社舉行；張澄基教授之佛

法通俗演講，假座於東蓮覺苑舉行等是

也。後以密法初萌，如有固定會址，

定期弘宣，在儒家則為己欲達而達人，

在佛教則為自利利他，自屬勝事。迨

五十九年秋銳之既從　敦珠上師座下，

躬獲甯瑪巴教傳、巖傳兩派傳承以歸，

世華居士復發大心，於其堅道祖居，撥

出樓下一座，以為弘法會址，如是者有

年。旋以宇下托庇，擴展維艱，遂有獨

立門戶之想，乃定購九龍洗衣街之會所

焉。

會址既定，遂於六十五年秋遷入，部署

雖妥，但屋值尚欠將半，而在在需財，

詎遇無常，龍象為之失力，於是危疑震

撼，岌岌不可崇朝，智者固裹足不前，

若將浼已，別有用心者更攻訐而覬覦；

及今思之，猶有餘怖。陳寶芳隨學多

年，久已放下世法，閉關修持，知其然

也，挺身而出，鉅細必親，勞怨均任，

主持一切，局賴粗定；胡淑珊首倡護產

捐輸，以按揭分期還款，始免於厄；而

梁公範始終其事，屹立不移，亦可記

也。

成立至今，十六年來，雖日在不安定

中，而於弘法利生事業，未敢稍懈，茲

分述之：

一、迎請大德

會成立之目的，原為迎請　貢噶上師

蒞臨弘法，乃未受迎請，遽般涅槃，眾

生業重，可勝慨哉！旋而　貢師弟子張

澄基教授曾隨  師入藏閉關數年，於大手

印頗有勝解，五十六年冬從美國弘法，

返臺灣省親經港，特予迎迓招待，翌年

春，並挈家前來，宣說法要者逾月。

六十一年秋，  格賴達吉活佛從印度經

香港前往臺灣，迎送招待，旋請其於冬

間從臺抵港，弘法者逾月。六十五年秋

以譯述西藏古代佛教史，特迎請　格賴

活佛之介弟  明珠阿旺丹增活佛來港共

譯，如是九閱月，活佛除度語外，並傳

法焉。以上三事，其招待供養之責，均

由世華居士獨主其成，然亦為會之事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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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敦珠法王在香港千佛灌頂專用湯嘉（現奉於香港金剛乘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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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灌頂法會

法會之敘述分二：一為會外大德，二為

本會法會。　　

所謂會外大德，係指所舉行之法會，是

由本會會員以外之大德主持者。此又分

二：一為遙灌，二為現灌。

灌頂法會分一二三四等四級，均為傳

法灌頂。一級之下則為結緣灌頂。但均

為上師在座上，弟子現前親受灌頂者。

但自大寶法王嘉馬巴斯（漢人稱為八思

巴）主持遙灌，雖隔千里，其功德與現

灌相同；緣是後人效之，乃有遙灌之

舉。

關於會外大德遙灌者：五十五年夏請由

　屈文六（映光）上師從臺灣遙為傳授

第四級大圓滿心中心灌頂，翌年秋復請

　文師代班禪國師遙授時輪金剛第四級

灌頂。五十九年春銳之時在印度面請　

敦珠甯波車遙為留港本會同學李世華等

傳授大幻化網第四級灌頂。六十四年秋

並請　文師遙授采達大威德金剛第四級

灌頂。

關於會外大德現灌者：六十一年冬請　

格賴活佛傳授第四級大圓滿前行灌頂及

大威德金剛等一級傳法灌頂。六十四年

冬請甘珠爾雅活佛傳四臂觀音及綠度母

結緣灌頂。及六十五年冬請　明珠活佛

傳授白度母第一級灌頂。

所言本會法會者，銳之承事　敦師

時，蒙以教傳、巖傳兩派傳承頒賜，表

中指明「由　師傳與」一語，為其他同

學所無。每念　師恩，愧感無已；並賜

名為福德法幢，飭廣攝受。自維行能無

似，不敢妄為人師，如是多年。又恐因

循，既不負如來家業，且令法流中墜，

復奉師諭敦促，始於六十二年創設灌頂

法會，從此遇機傳授，計所傳結緣灌頂

者，為般若心經及長壽佛；傳第一級傳

法灌頂者，為四臂觀音、綠度母、準提

菩薩、藥師佛、長壽佛、大幻化網、咕

嚕咕叻等；傳第二級秘密灌頂者，為金

剛亥母、及大幻化網。

三、宣揚法要

本會雖以金剛乘為名，而其學習與弘化

之目標，則於密法之修持，與顯宗之教

理相提並重，無稍軒輊。年來宣揚顯教

空有二宗之法要，及一般佛法演講者，

為羅時憲教授、明慧法師、梁隱盦校

長、邢述之、黃繩曾、馮公夏居士等。

若張澄基教授演說通俗之佛法四講，由

江妙吉祥女士翻譯粵語，聽眾以千計，

極一時之盛矣。若宣說密宗法要，則為

　格賴活佛之廣大心要，澄基教授之大

手印法要。而銳之於此十餘年來，均隨

諸驥尾，或顯或密，夫亦竿木隨身，逢

場作戲而已。至佛學十八講之講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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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多屆也。

四、編譯出版

釋尊懸記，此為末法時期；而我蓮華

生大士，則鐵鳥飛空，密法弘揚於世

界。本會顯密並重，值此佛教初渡於重

洋，密法始流於漢土，承先啟後，責重

任繁，故於宇內孤本，絕版諸書，加以

複印；而於從藏文譯成漢文，或英漢互

譯，且於顯密法要，整理而作簡介。蓋

垂世行遠，已足不朽，況為弘揚佛法之

事業乎。茲於過去之努力，及未來之願

望，分別說明之。

五十六年春以時輪金剛續為密法投時

之利器，茲西藏擾攘，慮或失傳，雖未

譯漢，亦須保存，以待譯者。遂將之與

太虛法師飭法尊師從藏譯漢之現觀莊嚴

論及密宗道次第一併複印。翌年冬將張

澄基教授所作通俗演講之佛學四講印

行。是年並以響應澄基教授提議，適應

時人需要，將藏經綜合整理舉要，從博

而約，由羅時憲教授主編，邢述之、

江妙吉祥居士及銳之共主編事，歷時四

載，始底於成，於六十一年冬出版。藏

密灌頂分凡四級。以流入漢土不久，未

有綜合修持之譯述。五十九年銳之求得

甯瑪巴法要，並將編譯之大幻化網導引

法印行，行者稱便。密乘之大手印，其

極峰可媲美禪宗，且復分為四瑜伽，有

階可梯者。此中傳授，萬花齊放，多采

多姿。銳之著有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一

書，加以出版。西藏密法源於甯瑪巴，

中稍式微，旋復興盛，至今未替。　敦

師承達賴喇嘛之付託，徇美國大學堅尼

地摩根教授等之請，編著西藏古代佛教

史，為多羅那他大師而後，有關西藏佛

教史之巨著，飭即譯成漢文，以廣傳

布。六十五年秋，聘得明珠活佛共譯，

度語完畢，幾經整治，近始脫稿，待出

版焉。

以言未來人願望：正擬召集徒侶組成編

譯出版委員會，首將心經密義闡述及密

法講習錄等整理印行，並將英文本關於

密法譯述，予以轉譯。計劃聘請　敦珠

上師、屈文六上師、格賴活佛、蔡念生

居士等為審定人，羅時憲教授為顧問，

梁公範、談延祚、高大添、李福衡、郭

炘良、郭文添、黃同孫、張智樑、邱紹

廉、馮灼炎、鄭靜廉、胡淑珊、周達

文、李紹宗、王麗生、吳大立、黎日光

等為委員，而以銳之主其成。如此則

編譯前途，正方興而未艾，應知所加勉

焉。

五、普傳靜坐

三藏十二部，浩

如淵海，一言以蔽

之，曰戒定慧。戒為

止惡，祇須遵守。定

法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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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須研習實踐，方便多門。密宗以即

身成佛，其「毘盧七支坐」注重脈氣明

點之修持，比顯教大乘之修色、息與心

尤為具體，故於健康長壽，更具奇效。

本會自五十九年秋會址開展以來，即從

事靜坐之傳授。理論、實踐兼具。每屆

八會，每週舉行。為使普傳，並不以佛

教徒為限。以地方狹窄，每屆祇招五十

人，常有額滿見遺之憾。年前三輪佛學

社有密壇之設，亦曾假其地舉行。邇來

已是第十一屆矣。參加者前後凡四五百

人。隨之而學者，藉以卻病，為數頗多

也。

第十二屆靜坐班則擬擴大名額，故假座

香港大會堂舉辦，參加者百三十人，而

見遺者仍多，則可見靜坐之普傳，契眾

生之機矣。

六、修持密法

密法最重修持，本會成立以來，每月

之初十例必舉行蓮華生大士會供。遷新

址後，日夕必舉行施食法。每月之最後

週末，虔修超度法，為同人等致追遠之

誠，會當露濡霜降，春秋二節，則更修

法多日，具普利陰冥之意也。若歲首歲

除，祈福酬恩，亦備法會，雖曰「世間

極成」，然亦自求多福而已。

七、備承訪問

本會專研密法，緣是海外諸國學者，

浪采虛聲，間關訪問。六十三年美國摩

根教授，對大幻化網導引法甚感興趣，

繞道訪問；六十五夏，不丹國之皇太后

來港，專誠奉訪，禮佛而去；六十九年

夏，法國人戴斯活德夫婦慕名前來，請

傳靜坐；加拿大駐印專員佐治之夫人，

與不丹國王姨妺多傑女士來訪，多所垂

詢；此其最著者也。惜銳之拙於外文，

而翻譯工作亦未成熟，無以副遠道而來

者之望，今後應知所致力焉。

八、徵求會員

成立迄今十有餘年，正式註冊亦凡十

載，而會員不多者，以初期側重內修，

不遑對外，固無暇徵求會員。遷址以

來，大量徵求，然於說法道場，靜坐會

所，均來者不拒，故入會者不多，旋以

會員既須深信大乘，且具長遠心而圓通

顯密者，時丁末法，實難其人。於是又

抱甯缺毋濫之旨，是以會祇此區區，言

之實堪自愧。若普度有情之謂何此。則

無詞以解者。

此篇憶述之作，實欲同人撫今思昔，知

顯教之逢末法，弘利實不易為；密法尚

在初萌，展佈尤須稍待。懍乎締造之匪

易，守成之維艱，從而發揚而光大之，

匪異人任，負荷如來家業，人皆有此

責任，此固自利利他，亦菩薩戒之所在

也。因擬有信條，盼能恪守，曰：

重才重修重法。此所謂願菩提心

出錢出力出心。此所謂行菩提心

而後後皆勝前前，為金剛乘學會之精

神，亦甯瑪巴之教規。　敦師以漢地演

密教者之責相屬，願與同人共圓功德。

藏曆九四三年西元一九六九年七月七日
歲次己酉季夏舒囊卓之贊青劉銳之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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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徒，稱顯教為「般若乘」，密

宗為「金剛乘」，以金剛之堅硬，可以

無堅不摧，而一切煩惱，都可摧毀。在

四十年代，有一群人在上海組織金剛乘

學會，研究藏傳佛教，擬請　貢噶上師

到上海弘法，但沒有請到。五十年代初

期，有在香港之吐登喇嘛，曾受　貢噶

上師遙傳四灌，組設真如藏密院，亦擬

歡迎　貢噶上師來港，傳授大手印法、

大圓滿法，　劉銳之上師參與其事，為

眾舉為秘書，籌備既竣，事與願違，未

克奉迎法駕。時有李世華居士，戰後於

　劉銳之上師返港不久，邀為之宣說般

若心經，知　劉師迎　師之願未償，乃

以自行組會為請，　劉師遂與一群對西

藏密宗有深厚興趣的朋友，如高大添、

陳松漢、李福衡、謝卓如等，在華商

會所聚會，籌組研修西藏密法之學術團

體，遂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假宇宙

會所正式成立「香港金剛乘學會」。以

既研究學術，極力羅致諸賢，第一屆董

事為李世華居士、　劉銳之上師、羅時

憲教授、馮公夏居士、韋達碩士、高大

添、謝卓如居士、黃庚世居士等，以李

世華為首任會長。

學會既成立，以李世華居士在香港半

山堅道五十六號之四層祖屋樓下客廳為

會所，奉置密壇，敬函歡迎　貢噶上

師來港弘法，惜信未到，　貢師竟已圓

寂。當時有張澄基先生為　貢師弟子，

在貢噶山閉關後返台灣經港，　貢師高

足陳健民先生即函　銳之師，建議改迎

張澄基。以張曾在美國介紹佛學，弘揚

密法，當時美國有人建議，認為基督教

已有一本聖經，如要教他們研究佛學，

最好做一本佛教聖經，出來給之研讀。

於是台灣有一位楊秀鶴女士，即做出

一本「佛教聖經」，張澄基帶來香港，

並建議香港金剛乘學會應再編一本，張

即聘羅時憲教授為主編，並請　劉銳之

上師、江淑嫻（江妙吉祥）女士、邢

肅芝（碧松法師）等共四人成立編選委

員會，謝卓如、張沙鷗、勞健全居士為

書記，由李世華及吳昆山為施主，假學

會二樓即世華居士祖居為辦事處，不

久，外間妒者紛起，儼成巨波，吳昆

山退出，由李世華獨力支持，選事得

以完成，訂名為《佛經選要》付印。出

版後，有人認為《佛經選要》比較艱深

不易讀懂。乃仿梁啟超之《佛學十八

講》再編一本《佛學十八講》，使初學

佛學者有一條路好走。《佛經選要》是

編的，這一本《佛學十八講》則是寫成

的。

《佛學十八講》書成後，再由羅時憲教

授、　劉銳之上師、江妙吉祥女士、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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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盦先生等分別在香港金

剛乘學會及三輪佛學社講

解，每星期舉行一次，進

行弘法活動。

劉師早於一九三一年從黎

乙真阿闍黎學習東密，得胎

藏、金剛二界灌頂。其後承事多

傑覺拔尊者、諾那呼圖克圖、榮增堪布

等學習藏密，復從貢噶呼圖克圖得藏密

四級名詞灌頂，另從屈映光上師得大威

德金剛及時輪金剛灌頂。一九五九年，

　劉師在李世華居士支持下，赴印度噶

林邦，從西藏密宗紅教法王　敦珠甯波

車學習紅教無上密法，承賜『那也東初

續』四級全部灌頂，並傳授本續導引法

全部譯漢弘揚，並將教傳派與巖傳派兩

派傳承，及極近傳承之三表賜與，飭代

攝弟子，往漢地弘揚密法，為漢地演密

教者。數年後復賜蓮冠，為蓮華生大士

之代表。

劉師由印度歸來後，金剛乘學會有了導

師，學會續在堅道五十六號李世華祖居

設置壇場，當時與會者已較多，且不少

會眾居住九龍，往返堅道路遠不便，時

邵黃志儒女士在九龍佐敦購得一層樓作

「三輪佛學社」，一房間借與金剛乘學

會作聚集之用。

一九六三年，獲　敦珠法王恩准，　劉

師得在港破格普傳在西藏也未易輕傳的

拙火定「毘盧七支坐」靜坐法，成為吸

收廣大徒眾的門徑，很多人也以之作踏

腳石，跨進學會之門檻。

堅道及佐敦道之會址不

敷應用，學會即購置九

龍旺角洗衣街一三九號

十六樓為會址，當時學會

經濟並不寬裕，又恰逢

會長李世華生意失意，

只能短期支持，有梁公範居士發起親友

合資支持，終於有了第一個屬於學會的

會所。當時由高大添為會長，陳寶芳義

務長期駐會，被　劉師讚嘆為「自己帶

米來飲金剛乘之水。」一九七二年九月

及一九七三年四月，　敦珠法王兩度來

港，在學會開示法要及傳授灌頂等。

至一九七九年，會員日眾，洗衣街原址

又不敷應用，恰香港北角英皇道七○○

號七樓Ａ座放盤出售，即由呂榮光作施

主購下，學會於十月遷往北角新址。

早於一九七○年，　劉師初游台灣，隨

歐陽無畏老師學習藏文，覺得台灣適於

弘揚佛法，乃於一九七一年在台北市敦

化南路訂購樓宇一層，由胡勵真隨侍，

籌組金剛乘學會。一九七三年及七四

年，　劉師前後兩次在台灣彰化及台北

傳四臂觀音，受法者有胡勵真、蕭慶

秋、彭吉勝等十人，在此期間，　劉上

師只短暫留台。

至一九七五年十月，　劉師自香港到台

灣，長期駐錫，在台北市南港研究院路

二段三十五巷十四號從事翻譯藏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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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弘揚佛法，再舉行四臂觀音灌頂，受

法者胡、蕭、彭、鍾棣湘、林崇安、王

俊雄、林振亨等十餘人。台北金剛乘學

會亦在此處成立，成為台灣之首間金剛

乘學會，也是金剛乘第二間學會。經多

年發展，現自置會址在台北市南京東路

三段二七八號四樓。會長程漢雄、林崇

安（美國休斯頓大學太空科學博士）。

一九七六年春，　劉上師應台中弟子請

求，在台中大里鄉日新巷七九弄五號成

立台中金剛乘學會，是為第三間金剛乘

學會。首任會長為王仁祿，越二年王會

長因校課繁忙，無法兼顧辭職，由李銘

國繼任，及後又由莊金沛任會長。今台

中會已另建六層宏偉大廈，於一九九四

年七月落成。

一九七八年二月，由林崇安、王俊雄等

聯合迎請　劉銳之上師到高雄，於鳳山

市福誠路三十號三樓成立高雄金剛乘學

會。舉蔣馥全為會長，是為第四間金剛

乘學會。一九八三年，蔣以公務繁重辭

職，由王俊雄為會長。現自置會址為鳳

山市新富路三九一號十二樓。

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市成立「金剛乘

雜誌社」，董淑惠為發行人兼社長，

鍾棣湘為執行編輯，開始出版《金剛

乘季刊》。一九八二年，在台灣成立

「密乘出版社」，鍾棣湘任社長，開始

出版《金剛乘全集》。第一輯有《菩

提正道菩薩戒論》、《大圓滿龍欽心髓

前行引導文》、《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

心要》、《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

《菩提道次第廣論》等。第二輯有《大

乘要道密集》、《大圓滿無上智廣大心

要》、《賢劫千佛名號讚》、《大幻化

網導引法》、《菩提道次第訣要》等。

第三輯有《密咒道次第寶鬘釋》、《外

內宗義略論》、《西藏甯瑪法源歷史

讚頌》、《大圓滿虛幻休息妙車疏》、

《仰兌》等。

以後並出版《梵漢藏文合璧聖妙吉祥

真實名經》、　劉上師著之《西藏密宗

靜坐法詳釋》英譯本、《現觀莊嚴論略

釋、科判表》、《密宗道次第略科》等

五種叢書。 劉師對藏傳佛教精深之研

究，與其豐富之著作，為大陸學者稱為

「藏學專家」。

一九八四年九月，　劉師應台南弟子

請求，於台南市文賢路一○三○巷三弄

四六號成立台南金剛乘學會，是為第五

間金剛乘學會。首任會長魏鈴木，八五

年魏因世法繁忙辭職，由蔡河源繼之，

經多次遷移，現自置會址為台南市安平

路三一四巷九○號。一九八八年，由台

南市會長蔡河源買

下南化鄉菁埔寮

一處十餘甲山坡

地，經　劉師與諸

會長研商，規劃

為甯瑪巴之弘

法道場，定

名密宗山，

山 上 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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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包括大圓滿廟、菩提塔、閉關中心、

靈骨塔等。閉關中心有關房二十四間，

由一九八九年次第完成，菩提塔亦於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完成，並由　劉師主

持勝住（開光），大圓滿廟於一九九三

年八月動工，預期一九九五年當可完

成。

一九九三年五月，　劉師應新加坡弟子

請求，於新加坡成立金剛乘學會新加坡

同修會，是為第六間金剛乘學會。

一九九三年九月，　劉師又應馬來西亞

弟子請求，在馬來西亞之太平成立金剛

乘學會太平同修會，是為第七間金剛乘

學會。

一九九四年五月，　劉師應澳門弟子請

求，在澳門成立澳門金剛乘學會，首任

會長柯萬成，副會長何長珠，是為第八

間金剛乘學會。

港會經多年發展，會員

日眾，北角會址又不敷應

用，於一九九○年購得

灣仔克街一十五號展鴻大

廈一樓Ａ座三千尺單位，

以三分二作佛堂，其他為關房，　上師

起居室等。一九九三年由會眾發心捐集

款項，於北角砲台山道富澤花園再購得

　上師返港固定居所及關房，並將佛堂

擴建，重新裝修，佛堂寬敞，華麗莊

嚴，可容納三百人進行法會。一九九四

年春，港會會長呂榮光辭職，由黃毅英

接任會長，關耀明、陳美瑤任副會長，

董事為　劉銳之上師、李福衡（名譽

會長）、高大添、馮公夏、陳寶芳、馮

灼炎、黎日光、談延祚、鍾棣湘、黃毅

英、黃雅宜等。

如是金剛乘學會經歷的一段艱辛的歷

程，今各會會眾逾千，參與各地靜坐班

學習靜坐法者數以萬計，出版物流傳世

界各地。金剛乘學會固是一弘法道場，

亦是一個修持的道場，今後仍將堅持甯

瑪巴一貫的實修傳統，繼續耕耘及精進

修持，繼續弘法利生，兩者互相

兼顧，以將佛法弘揚於世界。

◎ 

18

鏡花水月六十載－時輪幻化之印

大圓滿手印



專
輯
報
導─

─

鏡
花
水
月
六
十
載

近期，突然憶起昔日　劉上師曾經留下

之法語，於是翻閱瑣記，其中有段偈頌

值得我們深思珍惜：

「一切法中勝，密咒教最尊，

字字語真實，無為本自真。

證悟唯菩薩，不說二乘人，

多生供養佛，今生然得聞。

如來秘密教，演在大乘經，

法本雖無相，功立四般若，

聞持與修行，思惟光三昧，

圓音三世辯，出生一切佛。」

密法是即身成佛法門，修學密法，首重

　上師，蓮師亦云：密無師承，不得亂

學。

* * *

時值末法，去聖時遙，祖庭秋晚，幸有

菩薩聖僧，倒駕慈航，紹隆佛種，弘揚

佛法，普度眾生。

世尊─

「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為之作；

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為之照。」

「雜學曝鱗於龍門，正道不顯魔亂舞，

二乘顛沛於三藏，入海算沙徒自苦。」

佛法─

「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以言求之則乖其

深。故理超文表，趣絕思境。」

* * *

上師尚言：「天之道，存乎易。

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

『要』。」

上師嘗言：「聖人之用心若鏡，不拒不

迎，境來心應，境去心無，境由心生，

還從心滅，本自不生境，何得亦何失？

何憂亦何喜？」

又常引用龍樹菩薩偈頌云：

「無餘論典皆圓滿，攝略經論數雖多，

匯集遍智般若中，能證生圓次第故，

許多方便入門理，如經廣闊大城市，

方隅何路而行進，悉能抵達大城市，

諸法略攝一法性，法性無盡虛空藏，

是故眾生解脫法，大圓滿果最無上，

瑪哈捷徑深方便，如泉小溪數量多，

於大海中融一味，諸法無餘攝二諦，

二諦融入大圓滿，若知彼義見真諦，

結緣者至持明地，此義示他利眾生，

全無廣大當了知。」

上述皆是拾前賢聖哲之牙慧而己，提

供諸師兄們分享品嚐，密法重實修實

證，不敢多言，一切以　上師之教誡為

依歸，「從根大樹長，源師菩提成。解

一則千從，迷一則萬惑。」，畢竟『這

個鐵饅頭，叫老衲如何下口？』哂…

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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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修何法，世俗

與勝義諦並存，方便與
智慧並存，萬有與空性
並存。以此故，修前行
為方便，而於上師瑜伽
作圓滿時，上師融入與
己無二，住於諸法勝義
自性之定中，即達智慧
也。

 蓋上師開示諸法並為
一切道之中心，於任一
修法之開始必先皈依上
師。

 向上師皈依竟，首先思維寶貴暇滿
人身之難得，以此身為解脫道之本故。
然後勘察無常與死，一切所有均隨時壞
滅。縱死後，仍非自在，只輾轉於輪迴
生生死死中，故輪迴之本質為苦，於此
諦觀。再者，思維一切所作，或善或
惡，業力規律無可逃脫。此即名為轉化
意念之「四思維」。其旨為由輪迴轉向
於道。是故於開始時反覆思維並知其義
為至要。

 以上所作猶如犁平耕地以待播種也。

 現以種子播種之：皈依、發菩提心、
獻曼達以聚集褔德、智慧二資糧並修金
剛薩埵以除障。此等猶如播種於前由四
思維整理好之地。

 無由世俗則無法了悟勝義。
若非用世俗之身為本，亦無法
了悟心之真實自性。同理，若
非有此世俗修法之方便，則無
由直接領悟空性。世俗與勝義
並存，攜手而行。瞭知此義極
為重要。

以皈依為例：以外言，如云
皈依佛、法、僧三寶。佛寶為
法之源，為導師；佛所開示者
為法寶，道；而以意轉向佛法
者為僧寶。

 蓋吾人落於輪迴 ，以諸妄想
與苦故，欲離諸苦，吾等皈依。以不知
自性，由妄想及諸大種和合之幻相，乃
成此幻身。未見本性前，執此幻身為實
有。故於完全離諸幻相前，此身仍有，
諸苦仍在，三寶故而為皈依處。

 故於外而言，應以至誠皈依佛、法、
僧。然於內而言，佛、法、僧均為表
義，為出輪迴之甚深善巧方便。於勝義
見中，佛法僧甚至存於一己之中。於勝
義言，自心為空，熾然自明，為明體、
覺性，此心即為佛寶。於外言，法現為
音與義，聞而修之；然以內言，即為
空。要之，為無間斷無礙自明，為明
體、元始心性之展現。於外言，僧為心
向佛法者；而於內言，僧則為心之遍滿
與包容者。

《前行之大圓滿見》
   

 ◎ 法王敦珠甯波車教授
   再傳弟子黃毅英

恭譯自索甲甯波車之《大圓滿與蓮華生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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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本自具足，以不自知故，乃須皈依
外之佛、法、僧，若實修此前行，以至
誠觀想如樹皈依境，謙恭以身作禮拜，
語則誦皈依偈頌。及後上座將觀想融入
自身，應知能、所與法三者均為自性
明體。修法者為自身，皈依境為自所造
作。即住於明體中，除明體外，無有別
者。 

佛於《賢劫經》中云：「吾以如夢示現
於如夢眾生前，宣說如夢諸法，而吾實
未曾說法，吾亦未曾來。」於此見，佛
未曾來，法亦未曾來。此等均只覺受，
只為諸物之顯現。

 至乎皈依，以世俗言，以至誠向皈
依境皈命及作禮拜等；於勝義言，以無
勤，收攝皈處而住於心意自然無造作之
境中。

 發菩提心或正覺心者若只為一己而作
則非名為步佛陀遍知之道，正覺之道障
矣。以此為故，為一切曾為吾等父母諸
有情，為令其解脫，發正覺心，此即彿
心。

 眾生無量如虛空，均曾為我等父母，
以其正受輪迴之苦，欲令解脫此苦實為
正覺之心。故菩薩戒云：「於此直至輪
迴未空前，利益一切曾為我父母之有
情。」以此世俗之見，有眾生需解脫、
有慈悲當生、有「我」為發菩提心者。
發心與行慈之法則如佛所宣說。此即名
為世俗菩提心。

 故世俗菩提心之修習為觀一切眾生而
向之發正覺心，欲解其苦直至其覺悟，
修者如數念誦發心偈頌。教授又云以自
樂與他苦相換。呼氣時將自之一切福
樂、功德及其因送予眾生；吸氣時則收
攝一切他苦令得解脫。此法亦甚扼要。
若無菩提心之建立即不能離此生之執，
無能覺悟。正因無法向他人行慈，並對

己及此生執著，吾即受縛。此等一切即
為世俗菩提心之修法。

 若乎勝義菩提心，佛與弟子須菩提
言：「一切法如夢幻」。佛此言者，一
切所現，均隨時壞滅，無有實而不變
者。或以世間為實有，以貪慾與之纏
縛；以此之故，輪迴不盡。或言輪迴若
夢，覺悟為實有與不變者。然佛言縱涅
槃亦如夢幻。無有名為涅槃者亦無涅槃
可得者。

佛直言為「色即是空」。如水中月，
水中豈有月哉？從未有也。故無色，以
空故。然續言：「空即是色」。空以色
顯也。於色外，無空可得。兩者不能分
故，無能單獨取之。水中映月，水非為
月而月非水，然不能將水月分開。一旦
渡越此輪迴，即名為到彼岸或超越輪迴
即涅槃；於涅槃之界無有輪迴。

 若言：「其於彼處，能見之者」，然
若真實探究，非於彼處也。又若問何處
生，實則一切因緣生。何謂因緣和合？
月與水非孤起，月於水中現者皆因緣和
合而生。淨水為主因而月為緣；當此二
者會遇因緣和合即顯。此即為主因與緣
之巧會合也。

 直言之，輪迴之主因為我執，一切
幻現為諸緣，兩相會遇，現輪迴三界。
萬法皆因緣合和而生，於此應實解。龍
樹菩薩云：「因緣以外，無有別法」。
若再探索因緣自性，則除空以外別無所
得；以此故，除空之外，別無一法。大
乘之勝見為空性；此見不見於較下諸乘
者。

 若再勘察，一切均為空性遊戲示現；
所有法消融直至其本性即為空性也。於
此或以為無有所需矣。然是否有所需求
全看於汝而已，但依汝心。光說空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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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當實證而見之。若心確已空者，則
無求、無懼、無樂、無苦、無諸惡；於
此時，無須進食或穿衣，其心已達自
在。有如揮手於空中，全無障礙。修法
之目的為安住於此空性境中，於此之
時，一切外顯均瞭知為空。將一切清淨
以進入空自性中，直達空性之基，此即
為修法之原因。故首應了知此勝義、一
切法之自性為空，次當了知如何以世俗
衍成。

 空性之外顯遂生世俗顯現輪迴即生。
其真實為何？及如何生起必當了知。具
此見為極至要，否則修行將成呆滯。只
於座中言一切皆空者猶如反轉之小杯，
杯中空間為極狹隘有限之空。應直悟此
理之核心為至要，如如是。如勝義中，
無有受苦之眾生、無有輪迴、無苦，此
一切均空如晴天；以因緣和合與幻相
故，世俗諸法生，及有輪迴中受苦之眾
生。

 於空性大母之讚頌中云：「縱欲解
說度彼岸智、然實超乎言說者」。此乃
超乎言辭、思想概念者，猶如虛空無能
覓天之極亦無法知其中心。如天者可表
空性：虛空、無邊、自在、無盡深遠廣
闊。

 或曰：「故自明體、心之本性，猶
如虛空，離一切邊」然非為僅得空者。
深入中能見─—而「見」之一字只為言
詮。見之、觀之、住之。若如實見此真
實自性，即為一切佛之母。以上為闡述
勝義菩提心之義。

 次為金剛薩埵淨障，於勝義中，無有
可淨之障、無淨之者、亦無淨障。正因
未離於此故，染障遂生。由於我執之虛
幻感知覺受，墮無盡苦，故當淨障，而
此即世俗諦中之善巧方便。欲以淨障，
於明體中生起金剛薩埵，其甘露清潔一

切污垢。以觀想及念百字明作除障之方
便。於此本性中，於此如如境中，一切
自無始來如虛空清淨。此為勝義之金剛
薩埵除障。

 接著為獻曼達積集資糧。何以積集
資糧得智慧之因？乃因領悟諸幻相已生
起，以有幻相而有除幻之法，故既除障
盡又有積資糧之法故。於獻供我身、我
所有及我榮耀此為世俗表義之獻曼達。
於勝義中，此等均從無有，如澄淨虛
空。故若住於元始覺性，即為勝義之獻
曼達，勝義之資積資糧。

 於世俗界，縱曰上師相應，以因緣和
合心意染污故，上師乃示現為啟迪心意
清淨者，其為心中清淨之目標，由於心
意染污故，但見上師清淨，上師乃現，
而一己，乃以至誠獻供。因此於外而
言，觀想上師並念讚頌，得其灌頂及加
持。此均為外相世俗諦之上師瑜伽。

 至此彼等向表面外相之上師祈禱，並
曰：

         上師化光於己成無二。

         瞭知自本明體即勝義上師。

若問勝義上師於何處，乃於心意之勝義
本性處。明體之勝義境為上師圓滿成就
處。任運於如如之覺性即為勝義上師瑜
伽。

此為外前行與內前行之聯繫。

此教授乃聖者敦珠甯波車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
於倫敦開示，由索甲甯波車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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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毅英：金剛乘學會香港會長，並主持金剛乘
學會編譯組，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
教學系教授。



一、前言

佛弟子應常常溫習佛經，使能生起聞慧、思慧和修慧。今列出重要的《泡沫經》以

供研讀，此經是北傳《雜阿含265經》，相當於南傳《相應部•蘊相應95經》，經中指

出「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幻」，值得一再

品味。

二、《雜阿含265經》

（00）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阿毘陀處

恆河側。

（1a）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恆

河大水暴起，隨流聚沫。明目士

夫諦觀分別。諦觀分別時，無所

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

以者何？彼聚沫中無堅實故。

（1b）如是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

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

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

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

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

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

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所以者何？色無堅實

故。

（2a）諸比丘！譬如大雨，水泡一起一

滅。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諦

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

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

彼水泡無堅實故。

三、《相應部•蘊相應95經》

（00）爾時，世尊住阿毘陀處之恒河邊。

（1a）於此，世尊告諸比丘曰：「諸比丘！譬
如此恒河起大聚沫。具眼之士夫見此觀
之，則如理於觀察。彼見於此觀之，如
理於觀察：無所有、無實、無堅固。諸
比丘！如何於聚沫有堅實耶？

（1b）諸比丘！有如是色之過去、未來、現
在、內或外、粗或細、低劣或高尚、遠
或近。比丘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彼
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有、無
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色有堅實
焉！ 

（2a）諸比丘！譬如秋季降大雨，於水上泡沫
之生滅。具眼之士夫見此觀之，如理於
觀察。彼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
有、無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水
泡有堅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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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經》比對研讀
編◎林崇安



（2b）如是比丘！諸所有受，若過去、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

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

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

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

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受無堅

實故。

（3a）諸比丘！譬如春末夏初，無雲無

雨，日盛中時，野馬流動。明目

士夫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

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

有堅固。所以者何？以彼野馬無

堅實故。

（3b）如是比丘！諸所有想，若過去、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

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

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

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

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所以者何？以想無堅

實故。

（4a）諸比丘！譬如明目士夫求堅固

材，執持利斧，入於山林，見大

芭蕉樹，臃直長大，即伐其根，

斬截其峰，葉葉次剝，都無堅

實。〔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

（2b）諸比丘！有如是受之過去、未來、現
在、內或外、粗或細、低劣或高尚、遠
或近。比丘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彼
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有、無
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受有堅實
焉！

（3a）諸比丘！譬如暑季之最終月，日盛中
時，陽燄流動。具眼之士夫見此觀之，
如理於觀察。彼見此觀之，如理於觀
察：無所有、無實、無堅固。諸比丘！
如何於陽燄有堅實焉！

（3b）諸比丘！有如是想之過去、未來、現
在、內或外、粗或細、低劣或高尚、遠
或近。比丘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彼
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有、無
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想有堅實
焉！

（4a）諸比丘！譬如有士夫欲得堅固之材，求
堅固之材，持利斧往尋求堅固之材而入
林中。見彼處有直立之大芭蕉樹新鮮而
無核心。彼伐此根，伐根亦伐頂。伐頂
而剝樹皮。彼剝樹皮，連膚亦不得，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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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吉祥──金色寶瓶



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

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

何？以彼芭蕉無堅實故。

（4b）如是比丘！諸所有行，若過去、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

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

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

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

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彼諸行

無堅實故。

（5a）諸比丘！譬如幻師、若幻師弟子

於四衢道頭，幻作象兵、馬兵、

車兵、步兵。有智明目士夫諦觀

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

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

所以者何？以彼幻無堅實故。

（5b）如是比丘！諸所有識，若過去、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

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

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

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

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所以者何？以識無堅

實故。」

況堅實焉！具眼之士夫見此觀之，如理
於觀察。彼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
所有、無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
芭蕉樹有堅實焉！

（4b）諸比丘！有如是行之過去、未來、現
在、內或外、粗或細、低劣或高尚、遠
或近。比丘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彼
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有、無
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行有堅實
焉！

（5a）諸比丘！譬如幻師或幻師弟子，於四衢
道現幻。具眼之士夫見此觀之，如理於
觀察。彼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
有、無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幻
有堅實焉！

（5b）諸比丘！有如是識之過去、未來、現
在、內或外、粗或細、低劣或高尚、遠
或近。比丘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彼
見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有、無
實、無堅固。諸比丘！如何於識有堅實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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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1.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

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諸識

法如幻，日種姓尊說。

2.周匝諦思惟，正念善觀察，無

實不堅固，無有我我所。

3.於此苦陰身，大智分別說：離

於三法者，身為成棄物。

4.壽暖及諸識，離此餘身分，永

棄丘塚間，如木無識想。

5.此身常如是，幻偽誘愚夫，如

殺如毒刺，無有堅固者。

6.比丘勤修習，觀察此陰身，晝

夜常專精，正智繫念住，有為

行長息，永得清涼處。

（07）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6a）諸比丘！有聞之聖弟子如是觀之，厭患
於色，厭患於受，厭患於想，厭患於
行，厭患於識。厭患而離欲，離欲而解
脫，解脫而解脫已，則智生。證知：生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更受後
有。」

（6b）世尊如是言，善逝如是言已，師更言
曰：
1.色乃如聚沫，受乃如水泡，想乃如陽

燄，行則如芭蕉，識則如幻事，日種
尊所說。

2.若周匝而觀，如理察諸法，如理觀見
時，無所有無實。

3.此身始皆然，大慧者所說，若以離三
法，應觀色棄物。

4.三為壽暖識，若以離此身，棄之無回
顧，無思食他物。

5.如是身相續，此愚說幻事，殺者始稱
名，堅固此處無。

6.比丘勤精進，觀察是諸蘊，晝固比日
夜，有正知繫念，一切結應斷，為己
歸依處，猶如燃頭想，應希不動境。

四、結語

南北所傳的《泡沫經》內容大致相同，南傳多出（6a）一段，是修行的次第（厭、離

欲、解脫）和結果（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更受後有），作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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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崇安：前金剛乘學會台北會長，國立中央大學退休教授，目前於圓光、法光佛研所、內觀教育禪林等傳
授佛學課程 、止觀禪修和因明辯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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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塔於蓮師會供日，圓滿安裝普巴咒，是時，太陽出現相應奇蹟景象 
（攝影 林昭明于101年12月22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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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塔整修工程圓滿，並於農曆除夕當天掛上風馬旗，比之前更為莊嚴炫麗，
新年期間，吸引各地信眾絡繹不絕來朝拜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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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0月22日於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演講《藏密祖師  如何活在當下？》

上師紀念館奠基法會暨觀世音菩薩放生法會（101年10月24日）

◎ 資料提供：黃毅英、呂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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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來自遠方傳承上師  仙藩甯波車的祝福及癸巳新年在大圓滿廟團拜派發紅包（102年2月10, 11, 12 日）

102年3月24日澳門蓮師灌頂法會

◎ 資料提供：呂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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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會金剛薩埵灌頂法會（101年12月16日）

  上師陞座十五周年慶暨藥師佛、長壽佛與觀世音放生法會（102年1月1日）

 ◎ 資料提供：呂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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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遠方 傳承上師的祝福
按：水蛇年 仙藩甯波車暨其家人眷屬，

以聖者 敦珠 移喜多傑的祈禱文：

「以此等贍部洲各地方，不聞病、災、兵等痛苦名，

教徒增福德吉祥富樂，康強樂善圓滿恆常來。」

之加持力

祝願大家於快、捷、速、即之水蛇年中（註）

得和平、繁榮、與慈愛。
◎ 註：快、捷、速、即乃水蛇之特性

◎ 願見者、讀者，暨如母一切有情均受到同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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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9月至102年3月31日止

學會 供養者 供養金額                      

香港  黎上師  500,000
  香港金剛乘學會3,722,681
 香港  佛弟子 500,000
  劉元信 75,777
  秦鴻及國際中醫砭石學會有限公司 75,400
  韓慧嫻 37,700
  林盛祥 1,885
  劉宏博 1,500
  宋歌兒 1,500
  陳廣仁合家 1,000
  何麗芬合家 1,000
  余銀好.何幸琪.何秋愉.全家1,000
                     
澳門  澳門學會 737,394
 三寶弟子 42,150
  林珠妹 42,000
 彭惠燕 30,400
  有心人 22,203
  朱楚雲 17,622
  余瑤旋 17,622
  有心人 14,520
  霍艷瓊 13,525
  黃翠蘭 10,890
  三寶弟子 9,868
  阮少寶 8,630
  姚堅平 7,540
  余瑤旋 6,000
  蔡漢平 3,630
  黎師兄 3,630
  葉浩柏 3,525
  有心人 3,525
  李師兄 3,525
  鄧    靜 3,525
  老廣明 2,467
  林文清 1,900
  梁巧玲 1,763
  黃昭文 1,763
  葉嘉寶 1,058
                                                              
台北  佛弟子１1,000,000
  佛弟子５1,000,000
  台北學會 500,000
  蕭稚璇 102,000
  玉麗娟 100,000
  蕭稚燕 100,000
  吳榮修闔家 50,000
  程偉展 21,000
  王敬昕 21,000
  呂美玉 14,000
  朱    震 10,000
  米戴國輝 10,000
  郭建章 10,000
  朱靈慧 10,000
  朱靈慧 10,000
  黃清水  10,000
  玉素娟 10,000
  玉定嘉 10,000
  辛國忠 5,000
  王秀鑾  5,000
  王泓儒   5,000
  王泓叡   5,000
  陳映竹 3,100
 施大地 3,000

 劉欣欣 2,600
 張林汾 2,000
 王志泱 2,000
  張美智 2,000
  張榮姿 2,000 
  吳素修 2,000 
  白崇翰 2,000 
  白崇禎 2,000 
  白崇祺 2,000 
  白昕宜 2,000
  白   彧 2,000
  白   彣 2,000
  蘇雅琳 2,000
  衡   靜 2,000
  陳宇薇 2,000
  劉德欽 2,000
  黃秋瓊 2,000
  郭林秀梅 1,250
  郭桂芝  1,250
  黃彥博 1,200  
 陳淑芬 1,000
 黃麗容 1,000
  黃耀賢 1,000
  林雪芬 1,000
  簡妙悅 1,000
  王珮臻 1,000
 陳政龍 1,000
  羅靄人 1,000
  王炳煌 1,000
  李正一 1,000
  張致遠 1,000
  張芷蓉 1,000
  黃木生 1,000
  羅菊妹 1,000
  羅麗玉 1,000
  張志華 1,000
  黃耀賢 1,000
  林瑛妮 1,000
 周芙蓉 800
  謝育芙 700
  葉未妹 600
  李玫憶 600
  王綉華 500
 郭月嬌 500
  鍾聯禧 500
  許芳蘭 500
  高    錦 500
  何佳蓉 500
  游錦文 500
  游琇惠 500
  游琇如 500
  黃之雋 500
 黃士瀚 500
  黃之宸 500
  林玉青 400
  張晉誠 400
  陳雅惠 300
  徐旻發 200
  徐寶豐 200
  葉佩珍 200
  徐榮洲 200
  徐雨字 200
  林秀英 200
  陳世昌 100
  蔡影輝 100
  蔡其清 100
  蔡輝環 100
 蔡麗雪 100
  王泰明 100

  王獻榮 100
  鄭素貞 100
 蔡馨儀 100
  蔡耀德 100
  李月華 100
 蔡一葦 100
  蔡一如 100
  蔡點點 100
  蔡小乖 100
  蔡寶貝 100
  蔡蓮花 100
  蔡胖胖 100
  蔡三毛 100
  蔡家人 100
 蔡楊阿菜 100
  詹榮勝 100
  呂素霞 100
                                             
台中  台中金剛乘學會 500,000
  李晉瑩 200,000
  黃志呈 110,000
  林月春 50,000
  周玲華 21,400
  簡毓彥 21,000
  柯萬成闔家 20,000
  張千德 12,000
  白傳聖 12,000
  黃明珠 11,500  
  大悲心人文學會10,000
  馬大作 10,000
  陳金土 10,000
  陳玟成 10,000
  陳鈜鐸 10,000
  林秀勳 10,000
  劉至剛 10,000
  馬亦玄 10,000
  邱文華 10,000
  陳涵瞳 10,000
  華苗補習班 10,000
  趙崇溪 10,000
 趙品尊 10,000
  趙品森 10,000
  趙望晶 10,000
  趙冠博 10,000
  趙美菲 10,000
  陳逸雯 10,000
  黃鈺雯 10,000
  林月春地政事務所10,000
  宋錦釗 10,000
  宋玠浩 10,000
  宋怡淙 10,000
  宋玠旻 10,000
  吳進義 10,000
  陳淑娟 10,000
  簡毓麟 6,000
 簡毓麟 6,000
  王志酩 5,000
  黃淑禎 5,000
  許綿綢 4,000
  無名氏 2,500
  彭大紅 2,000
  邱兆蘭 2,000
  李志智 2,000
  陳惠華 2,000
  李品慧 2,000
  李俊賢 2,000   
 李政芳 2,000
  劉錫清 2,000
 盧東火 2,000

  陳寶芳 2,000
 簡均倪 1,000
  黃金鳳 1,000
  簡國修 1,000
  簡玉涵 1,000
  簡孝名 1,000
  簡妙齡 1,000
  簡林素卿 1,000
  簡俊棠 1,000
  劉靜儀 1,000
  趙品尊 1,000
  林昇一 1,000
  尤碧玉 1,000
  白豐 1,000
  莊適榮 550
 李潔明 500
  陳奕瑄 500
  吳元宬 500
  張麗美 400
  曾和苗 300
  蔡東雄 300
  吳幸娟 200
  林郁婷 100
                                           
台南  佛弟子６ 1,000,000
  潘雪英 301,000
  佛弟子２ 200,000
  佛弟子３ 200,000
  佛弟子４ 200,000
  李梅玉 101,000
  蘇坤林 100,000
  蘇新來 100,000
  謝士文 100,000
  方太輝 90,000
  許婉玲  50,000
  楊蕙如 30,000
  李坤波 30,000
 蔡孟鳳 30,000
  施金鎗 30,000
  林昭明 22,000
  周    景 21,000
  楊劉阿桂 20,000
  劉冠宏 20,000
  楊文福 20,000
  陳秋美 20,000
  楊麗月 20,000
  李梅英 10,200
  高聖雄 10,000
  陳建興 10,000
  佛弟子 7 10,000
  佛弟子8 10,000
  張素菁 8,018
  萬化共修會 8,000
  萬化共修會蓮剛 7,000
  梁高炎梅 5,000
  楊天智 5,000
  黃淑娟 5,000
  有心人  1 5,000
  鄭雅庭 4,000
  有心人  2 4,000
  其    他 3,348
  梁瑞娟 3,000
  古淼龍 2,000
  方慶肇 2,000
  方信傑 2,000
  李梅治 2,000
  方奕晴 2,000
  高瑞鴻 2,000

● 供養 上師紀念館芳名錄

大圓滿廟感謝各方踴躍捐助各種款項；

願以殊勝功德海 回向出資捐助者 平平安安法喜滿 時時福慧二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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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蘊柔 2,000
  高秉瑞 2,000
  陳碧龍 2,000
  黃拓涵 2,000
  楊麗玉 2,000
  許嘉玲 2,000
  許雅玲 2,000
  竇梅英 2,000    
 黃明儀 1,500
  康文總 1,500
  王慈芳 1,282
  尹若英 1,000
  洪金霞 1,000
  高女媛 1,000
 蘇新來 1,000
  吳宜純 1,000
  曾和苗 1,000
  李蔡淑喜 1,000
  黃張蜂 1,000
  黃銀清 1,000
  黃順麟 1,000
  顧其言 1,000
  楊美理 1,000
  毛雅惠 1,000
  薛楹臻 1,000
  何明安 1,000
  魏淑芳 1,000   
 何韋漢 1,000   
 何憶蓮 1,000
  吳敏華 1,000
  顏國庭 1,000
  張嘉恬 1,000
  楊麗淑 1,000
  郭陳來富 800
  王國明 500
  郭    雲 500
  郭    虹 500
 郭陳來富 500
  郭松濤 500
  張文貞 500
  劉博正 500
  邱月美 500
  郭    萍 300
  翁致維 300
  黃春鴻 250
  趙世英 100
                                                      
高雄  許德發 300,000
 張黎玲 221,000
  陳貴枝 150,000
  薛    瓊 100,000
  張慧芬 50,000
  陳正輝 21,350
  林敏龍 20,000
  王麗宸 20,000
  黃榮芳 20,000
  許月勤 6,000
  李明主 2,500
  劉道銀 2,500
  翁嘉英 1,000
  黃正雄 1,000
  何素真 1,000
  陳光華 1,000
  劉秀萍 1,000
  高喜鎂 500
                                                     

101年9月21日至102年1月31日止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台南學會 128,500   張晉誠 100 
陳美瑤 7,540   呂佳穎 100 
郭林秀梅 4,000  張睿恒 100 
吳榮修 3,000  張善翔 100 
許德發 2,000
王慈芳 1,695   張致遠 100 
劉立郡 1,500   張基源 100 
潘雪英 1,500   張耀鐘 100 
楊劉阿桂 1,000   蕭雅琳 100 
古詠升 1,000   黃雪珍 100 
林雪芬 1,000   郭月嬌 100 
陳金土 1,000   鐘聯禧 100 
林秀勳 1,000   許芳蘭 100 
張美智 700   陳淑娟 100 
張慧芬 700   莊樂禪 100 
鄭鼎禮 600   莊蘇怨 100 
吳素修 600   莊金沛 100 
楊東賢 500   林芳秋 100 
徐玉貞 500   李進豐 100 
楊承翰 500   尤碧玉 100 
楊媛婉 500   白傅聖 100 
徐榮洲 500   張千德 100 
楊瑞英 500   吳元宬 100 
周金陵 500   簡毓麟 100 
張黎玲 500   李秀縵 100 
王麗宸 400   陳函瞳 100 
林玉青 400   黃明珠 100 
白昕宜 300  陳祈炘 100 
劉德欽 300  黃金鳳 100 
徐寶豐 300  簡國修 100 
徐旻菱 300  簡孝名 100 
柯智鐘 200  簡均倪 100 
紀麗紅 200  黃彥博 100 
李儀鳳 200  黃秀如 100
劉俊辰 200    
劉欣欣 200    
徐雨字 200    
林秀英 200    
葉沛珍 200    
翁致維 200    
黃正雄 200    
何素真 200    
方海慶 200    
吳幸娟 200    
簡毓彥 200                             

                                                          

● 第7期《大圓滿廟法訊》各學會助印芳名錄

贊助供養菩提塔

    
類別 姓名 金額  類別 姓名

玻璃 林昭明 30000  傘蓋 張美智
 高聖雄 10000   何佳蓉
 王國明 1000 

◎資料提供：王慈芳  張建林  呂美玉  許德發  林昭明等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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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欄─甘露法語
● 佛教修學與現代生活的提升〔二〕   
● 傳承上師
● 專輯報導：鏡花水月六十載─時輪幻化之印
● 法海羅盤
● 經典研讀

大圓滿廟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蓮師法會─蓮華生上師法、鄔金藥師法、馬頭金剛、拋斡法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
農曆第二週日 觀音法會─白衣觀音法、無死生命精華
農曆第三週日 空行法會─咕嚕咕叻佛母、聖寶源度母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第四週日 布薩法會
如增週日  文殊法會─黃文殊法、黃財神法
每週日法會，先修上師相應法、火供山法，並加修黃財神本尊法；
法會後 ── 藏傳佛教基本常識專題講課
香港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拋斡、上師相應法、無死蓮師、準提菩薩、放生、馬頭金剛
藏曆初十  上師相應法、蓮師、千佛名號
藏曆十五  上師相應法、金剛薩埵、普巴金剛、文殊菩薩 
藏曆廿五  上師相應法、蓮師財神、咕嚕咕叻、聖寶源度母
農曆第三週六 超度法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
每週二  錄影帶開示 
澳門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長壽法會  早上10點正
藏曆初十  千佛名號、蓮師會供、釋迦佛法、藥師佛法
農曆十五  金剛薩埵、文殊菩薩、四臂觀音、黃財神法
農曆廿一  超度法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大白傘蓋、咕嚕咕叻、準提佛母、聖寶源度母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法會
未註明時間的法會均為晚上19：30開始
臺北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空行心要、無死蓮師、鄔金藥師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千佛名號讚、觀音法、拋斡
農曆第二週日 火供山法、無死蓮師、鄔金藥師、大白傘蓋佛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第三週六 度亡法會
農曆第三週日 無死蓮師、鄔金藥師、大白傘蓋佛母、咕嚕咕叻佛母、黃財神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藥師佛、綠度母、聖寶源度母、黃財神
農曆第四週日 布薩法會
藏曆廿九或三十 布薩法會、金剛薩埵、拋斡
每週三晚錄影帶、每週日下午研經
除度亡法會晚上 19：00開始， 週日法會上午 10：00舉行，其他晚間法會晚上19：30開始
臺中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上師相應法、鄔金藥師、金剛薩埵成就法、金剛薩埵除障法、火供山法、空行心要
農曆初十  蓮師會供、上師相應法、白衣觀音、拋斡、賢劫千佛名號讚
農曆第二週日 上師相應法、釋迦牟尼佛、金剛薩埵除障法、大白傘蓋佛母、火供山法、空行心要
農曆第三週日 上師相應法、無死蓮師、馬頭金剛、大圓滿最勝寶總集、火供山法
農曆廿五  上師相應法、咕嚕咕叻佛母、空行心要
農曆最後週日 布薩法會、大圓滿最勝寶總集、火供山法
研經班 ── 每星期一、二晚上七時及每星期日法會圓滿後。
法會日除週日於早上08：30舉行外，餘於晚上19：30舉行。
台南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拋斡
農曆十五  白月布薩法會─金剛薩埵、鄔金藥師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農曆廿九  黑月布薩法會、甯瑪派基本常識講課

高雄金剛乘學會行事曆
藏曆初十  蓮師會供─上師相應法、蓮師、觀音、放生法會、馬頭金剛、鄔金藥師法、黃財神法
藏曆廿五  空行會供─上師相應法、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大白傘蓋佛母、伏金翅鳥智慧空行母、聖寶源度母
每月第三週五 空行心要、上師相應法、拋斡法會
農曆月底週五 布薩法會、上師相應法、金剛薩埵除障法
每月中旬週六(或週日) 「敦珠新寶藏半日禪修」、「靜坐班」
每週四   研經班(楞伽經)
法會遇週六、週日，於上午09：00舉行，加修火供山法，餘於晚上19：30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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