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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
資料室

福德法幢上師嘗言：「密宗山菩提塔係
以印度及西藏密宗格式興建，莊嚴弘偉，在
國內祇北京城外『白塔』，亦無此處美麗高
崇；若五台山則有之也。」
封面故事

敦珠佛母開示：「此塔非凡夫骨灰所可放
置，須具大成就之聖者才有資格安奉而受祈
禱，當今世上只有極少喇嘛能建造正確之
塔，及指導各層內部之安藏；同時建塔為一
非常嚴肅之事，對每一樣事物要非常正確與
負責，否則會使建塔者帶來惡業及不幸。」
民國七十八(1989年)年間 福德法幢上師多次請教 敦珠佛母有關密宗山興
建塔廟種種事宜，於三月間邀得 佛母親臨觀察，並於八十年元月間奉迎各項安
奉法寶，祈能更具加持力，其中包括身語意各種甘露丸， 法王貼身衣物、舍
利，及各大修行人遺留之法物等。 佛母特別訪得一位完全懂得建造藏式塔的
專家──色度喇嘛來臺負責興建。八十一年十月四日，由 福德法幢上師領同
色度喇嘛暨各會弟子凡三百餘人，主持勝住繞塔祈禱法會，同年十二月廿五日
圓滿各細部裝飾， 福德法幢上師率各會弟子繞塔修法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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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塔聳立密宗山加持多年，終因受地震影響，塔身上之馬賽克剝落及下
緣有數道裂痕， 楚英窩錫上師遂指示整修翻新。歷年餘於民國一○一年底完
成，塔身重新彩繪，原平面之梵體普巴咒改製為立體，金頂與八獅子座、蓮花
瓣重新漆金，莊嚴偉大，令人讚嘆。
菩提塔能滿眾生祈求、世間福報等，更具降伏鎮壓之力與加持智慧，塔內
不僅安奉甘露、舍利、經續、本尊空行咒字、各部壇城、五方佛寶瓶，也安臟
能滿願之世間福報各物並得世間與出世間智慧，一切息增懷誅四事業法亦能滿
願，更能圓滿祈願者之福德與智慧資糧。菩提塔不僅建築規矩莊嚴，內部各層
亦如法層層安臟法物，使加持更為相應。此塔不僅是漢地眾生之福報，也是藏
密行人之殊勝因緣，若能虔心繞塔祈禱，福智資糧自然圓滿，所求自當滿願。
◎

上師作品集
上師徽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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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he Third World Buddhist Forum

Tibetan Buddhist Lay Practitioners in Their Daily Lives
◎黎日光上師

Sunny Yat-Kwong Lai

出離心與菩提心
出離心是出離三界，從業力和輪迴這個困
局中解脫出來之心。佛教有四眾：僧伽，尼
師，男居士和女居士，在佛陀時代，印度人
年老便會出家直至死亡。追求真理的人亦會
出家遊歷。佛法的傳承者和傳教者亦然。不
過，佛經中亦介紹了在有大成就的男居士如
維摩詰和女居士勝蔓夫人。
中國禪宗的龐居士一家都得到大成就。藏
傳佛教的密乘祖師蓮花生大士以在家相示現
於世。又在藏王郎達瑪滅佛之後，在二百年
的時間，西藏佛法的傳承是由在家居士所住
持，故此有在家僧伽和出家僧伽並存的現
象。紅、白、花三派的祖師都是在家人的身
份而有出世的成就。
禪宗的六祖慧能向五祖求法時是居士身。
到他修行成就要出山傳法才剃度出家以應時
人對傳法師的要求。他說的很清楚：「佛法
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

Renunciation and bodhicitta
Renunciation is the urge to leave samsara, the
cycle of existence and sufferings. In the days of
the Buddha, Indians will become monk when
they get old until their death. Those who look for
ultimate truths or Buddhist preachers are all monks.
However, there are great sages like Vimalakirti and
Madam Excellent Garland were lay persons. In Zen
Buddhism, Mr Pan in the Tang dynasty, again a
layman, was highly respected. In Tibetan Buddhism,
the great master Padmasambhava showed himself
as a layman too. After the reign of King gLang
darma, Tibetan Buddhism was inherited by lay
practitioners. So we see monks and laymen cooexist
in the Tibetan Buddhist sangha. There were a lot
of great masters who are lay persons, whether
in Nyingma, Kagyu or Sakya sects of Tibetan
Buddhism.
When the Sixth Patriarch in Zen Buddhism
requested teaching from the Fifth, he showed as
a lay person. He was formally ordained as monk
only after he began to preach. He said clearly
that, “the Dharma exists in this world, it does
not go beyond worldly awareness, looking for
enlightenment other than this world is like searching

上師作品集

(續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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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作品集

兔角」。無論是在家人、出家人，最重要是
心胸開放，眼光廣闊，見地上是：放下、自
在、看破，在行為上契合佛教的義理。學佛
的第一個重點是前面說的出離之心。而不是
上師作品集

尋求一個出家人的身份。
第二個心是菩提心，菩提便是覺，佛是覺
者。菩提心，意即「覺悟的心識」。它有兩
個面向：一是為了一切眾生，二是智慧的開
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分秒都保持覺
性。
第一個面向是對一切眾生無分別的悲心，
佛陀成道是觀察了來損惱他的一眾魔軍的宿
生因緣，現在誰在對他起惡心和以後因此而
生的果報，從中發現了四聖諦、十二因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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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和解脫輪迴，消滅眾生苦惱的方法，自
利利他。心中常存悲願，每一事，即使只是
供一盞燈或念一句咒，都希望須臾能利益有
情。
但是，孔子說：「好仁不好學，其弊也
愚」，要真正幫助所有眾生，單有悲心還是
不夠。有個故事說：雙手癱瘓的母親無助地
望著孩子被洪水沖走；她是有心無力。一位
母親，給錢讓兒子買毒品頂癮，是愛之反而
害之！第二個面向是要淨心和證悟「空」
性。

for horns in rabbits”. Regardless your statu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an open mind, free
from attachment and aligning with the Buddhist
teachings in one’s behaviors. What comes ﬁrst is
renunciation rather than seeking for an identity of a
monk.
Second is about bodhicitta. Bodhi means
enlightenment. Buddha is the enlightened one.
Bodhicitta means ‘enlightened mind’. It has two
aspects: work for beneﬁt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unfolding of wisdom.
The first aspect is to treat everyone the same
with compassion non-discriminatively.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Buddha came about as he
observed the army of the demons and realize that
this is the result of his own past actions. From this,
he realized the Four Noble Truths, the Twelve
Nidanas, and liberated from the cycle of existence.
He realized the way to benefit oneself and others.
With compassion, even small actions like offering
lamps to the Buddha or chanting a mantra are all
beneficial. But as Confucius said, “Inclined to
benevolence but not to learning, clumsiness would
be the failure”, having compassion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to really help sentient beings. Just like
a disabled mother who watched her child swept
away by the ﬂood helplessly, who is powerless even
though she has the compassion. Another mother,
who gave money to her son to buy drugs to fulﬁll
his addiction, it is more harm than love. Therefore,
the second aspect is to clear our own mind and
realize emptiness.

上師作品集

五道成佛生活化
前面說的大乘五道，第一個是「資糧
道」。資糧有二種：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
比如世人要出遠門，總要有錢和有行程上

道路上的障礙亦要清除。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應盡量多做會供、布施、放生等善業積
集福德資糧，讀經、聞法，學習佛教的道
理，拜師求學是積集智慧資糧；禮拜、懺悔
是清除修行道路上的障礙。
學佛，明白和體證是兩個不同的層次。有
如看足球比賽，很容易看出比賽隊伍的佈局
優劣，球員的技術。但是親身下場比賽，便
不成了！沒有實力，便會輸球。學佛不能說
明白了義理便算。
資糧道之後是「加行道」。比如煮飯，在
街市買好材料，回家便要加工了。是趨向進
入成為聖者的道路。在日常生活中多修習禪
定，淨化身心。從明白「空」性，進而念修
觀想「空」是甚麼。禪修「止」、「觀」是
專心入定從而觀察事物本體、人我和法我
「空」的性質。
藏密的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便是直接地體
會到「空」性的修法。可以「見道」，觸證

As for the accumulation stage in Mahayana, there
are two kinds of accumulation, the accumulation
of merit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wisdom. For
example, when we go for a trip, we will need to
prepare for money and the arrangement (e.g., food,
housing, map, and tour guide) during the trip as
well. We may need to clear up some of the obstacles
during the trip. We should perform more pujas, alms
giving and setting free of ﬁsh to accumulate merit.
The accumulation of wisdom includes studying
Buddhist scriptures, hearing and learning Buddhist
teachings and approaching a spiritual master. Doing
prostrations and repentance practices are ways to
clear the obstacles in the path.
Understanding and actualizing Buddhist teachers
are very different levels. Like soccer, commenting a
match and actually playing the game are different. If
we do not have strength and effort, we are bound to
lose.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alone is not sufﬁcient
in Buddhism.
Accumulation is followed by the reinforcement
stage. Just like cooking, after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rom the market, we have to go home and cook. It is
a path of the saints. In daily life, we should practice
meditation to purify our heart continuously. After
understanding emptiness, we have to start doing
various meditation and contemplation practices.
Only by doing so, one can realize the suchness of all
phenomena.
In Tibetan Buddhism, emptiness is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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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住的安排、地圖、導遊的指引。行程中

The path of five stages in re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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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登上菩薩聖者之地位。真正地在行住
坐臥、二六時中修行，做到「境來心應，境
去心無。」成就大圓鏡智。
在「修道」方面藏密寧瑪派，要求從見地
上師作品集

上做功夫，與生活相配合而修行。首先修轉
心四法等前行，外觀世界變幻，生死無常，
內則如實觀心，將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
對無常苦、輪迴苦、惑業苦等作出深刻的體
會；明白因果報應不爽，引發深信；觸證業
因緣起、相依緣起、相對緣起等般若正見；
調伏內心、言語和與行為，發大菩提心。
次為不共前行，依三法印而修：積集福慧

In the practicing stage, Tibetan Buddhism, the
Nyingma sect in particular, base its practices in the
above view, and merge with daily experience. It
starts with the Four Thoughts that Change the Mind,
contemplating the impermanence of all phenomena,
looking into one's own mind and empathy of others.
Having a deep experience of impermanence and
suffering, realizing the karmic laws, taming one's
mind, speeches and behaviours, bodhicitta is thus
generated.

師三寶。自身此生安樂、名聞、利得等，凡

What follows is the extraordinary preliminary
practice which includes accumulation and
puriﬁcation practices. In particular, when one meets
desirable objects, including comfort, fame, fortune,
in daily life, we offer them to the Guru,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t the same time, offering to all
sentient beings. All the merits thus obtained are
offered too.

有所得，亦皆上師三寶悲愍所賜，故當敬禮

Conclusion

資糧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懺悔罪障是自
淨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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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kled in both the Generation and Completion
stages. This let one proceed to the seeing stage,
reaching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Bodhisattva. In there,
one can attain Great Mirror Wisdom in all time
during the day and night, no matter one is walking,
standing, sitting or sleeping

觀想在生活中所喜所愛之事物，上供諸佛
菩薩，下布施六道有情。凡能令已喜悅起貪
慾之一切物事，隨有所見，皆當起念供養上

上師三寶。所修善根，亦當供獻上師三寶，
為利益一切有情，普皆迴向六道眾生。
如是前四道圓滿六度萬行，究竟成佛，即
為五道中最終極之「究竟道」。

結論

In Tibetan Buddhist practice, Buddha Pride is
maintained in body, speech and mind. All deeds
during daily life are held with no difference with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e realize that we
are living in the pure land of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s said in the Sustra that every
sentient beings possesses the Buddha nature, we see

上師作品集

在密修上，大瑜伽，依本尊佛慢，成就化
身佛之身語意，於日常生活中，言行舉止，
與佛菩薩無二無別！活於佛菩薩的淨土，所
見的眾生依顯宗說法：「眾生皆有佛性」視

阿彌陀經》所說的「皆悉念佛、念法、念
僧」融通。無比瑜伽，修氣、脈、明點。照
了色空，成就佛菩薩的光蘊加持，音聲救苦
等事業功德。進而無上瑜伽，須臾不離菩提

上師作品集

之為未來佛；一切音聲皆是咒音，與《佛說

all sentient being as future Buddhas, and like what
is said in the Amitabha Sustra, every sound is in fact
chanting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In Anuyoga
, prana, nadisand bindus are practiced, being blessed
by the light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relieving
all sufferings. And as one proceeds to Atiyoga, one
won’t part from Bodhicitta even for an instance.
In this meditational stage, one realizes that adversity
is a blessing, the origin of all thoughts is wisdom.
Letting go , one can attain great accomplishment
whether or not one stays in a monastery or at home!
◎

心，常在定中，知逆緣是加持，正妄念之本
源為智慧。自在放下。在家出家無分別，都
可得到大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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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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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珠新寶藏傳承上師簡介 (三)
敦珠法王 法照

傳承上師

上師為敦珠甯巴之轉世，其時上師已三歲。
以上師為敦珠甯巴之直接轉世故，上師對其
前世之事甚為清楚。
上師智慧如火焰，對於閱讀、書寫及五明
學科，只要稍加指點，便能掌握。於佛學亦
然。
上師先後從學於卓朱巖頓旺布等三十位上
師。
上師於十三歲時，面見蓮師父母，得受加
持、教授及指示，開發巖庫，賜名「嘉旺度
眾甯巴者舞自在調伏眾生州(Garwang Drodul
Lingpa)」並指令為蓮師之代表。
之後有智慧空行母賜予黃卷，從此上師得
見其屬於他之寶庫，而上師主要開發為甚深
意巖，尤其以蓮師之心要精華。《海生金剛
心要》及《空行心要》於面見蓮師父母時已
開發但令密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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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智 者 移 喜多 傑 (無 畏 金剛 智 )( 西 元
1904-1987)
生於西藏東南啤嗎角。
為西藏第一王尼墀贊波之後裔。其父蔣巴
羅布旺嘉乃普禾嘉南狄巴王之子。其母南嘉
卓瑪為大伏藏師熱那甯巴之後裔。
敦珠甯巴曾授記他將再示現於啤嗎角並囑
其弟子前往該處。弟子依言前往尋找並確認

上師於不丹蓮師秘密勝地虎巢中修習敦珠
甯巴之伏藏《普巴金剛法》時，面見移喜佛
母，開發出整個《普巴金剛》之深意伏藏並
得一支金普巴杵。於車朴佛洞修《長壽法》
時，長壽甘露沸騰，面見長壽佛。
蓮師曾授記上師為其肉身代表，賦有「見
即解脫」之功德。人們見之、聞其名及教法
即能不墮惡趣。
據《上師降生傳記》內授記，上師將為賢

傳承上師

11. 吉美仙藩打哇羅布(西元1950-)

上師著作等身，出版者達廿三大函。包括
《西藏古代佛教史》，《西藏古代佛教基
本》，《西藏史》，《三戒訣要論》及各種
論疏，修持教授，儀軌及口訣。上師結集甯
瑪之教傳法。更致力鑒定、修正、編纂、彙
集及註釋經典及舊巖法。

生於西藏工布。父親為智者移喜多傑（敦
珠甯波車），母親為仁親姑蘇旺母。十六世
大寶法王確認上師乃啤嗎移喜朱咕之轉世。
啤嗎移喜朱咕之過去生乃敦珠甯波車之父
傳承上師

劫最後一佛──聖者無邊光。

如其師授記，上師傳《大寶伏藏》十次，
傳啤嗎甯巴之《巴登初歌》三次，敦珠甯巴
之教法甚多次，傳《甘珠》，《甯瑪十萬
續》，《甯瑪噶瑪》之整套灌頂及教授則不
可勝數。
於西藏，上師之主要弘法事業在中南部。
於啤嗎角，建立寺廟及佛學院。於工布地
區，重建塔道普朱哈康，於其附近建增鐸巴
芝寺。於喇嘛岭，建密法中心。
上師於西元1958年離開西藏，先後往印
度、不丹、尼泊爾等地居留及弘法。於卓啤
嗎建閉關中心，於大吉嶺建遮朱甘巴，於奧
利沙建都道立頓甯，噶林邦建增鐸巴芝寺，
於嘉德滿都建鄔金當格卓柯甯。
西元1972年後，於歐洲及北美洲，建立弘
法中心。於法國建多傑甯波及鄔金桑耶卓
甯。於美國建移喜甯波及鄔金卓宗。又曾先
後三次訪問其漢土法之代表舒囊卓之贊青(漢
名劉銳之)為其設立在香港及台灣之弘法中
心。
西元1987年，上師有感其此生之事業已完
成，在法國博都示寂14天，於1月17日在虹
光、天音、妙香中證入大涅槃，其色身遂漸
縮小至如八歲小兒之身。其法體現安奉於其
在嘉德滿都之廟──鄔金當格卓柯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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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巴羅布旺嘉。上師亦被認出為德森朱
咕，一甯瑪伏藏師之轉世靈童。
上師一直追隨其父 敦珠甯波車，從彼得
其一切教法及一切庫藏──《敦珠新寶藏》
之教法，灌頂、口訣及傳承。
西元1958年隨雙親離開西藏，在印度接受
英語教育得學士學位。

傳承上師

上師現致力於其父在歐洲及北美洲設立之
中心，及其在西班牙設立之中心弘法及利益
有情事業，並將其父之著述，教授及儀軌等
譯成英文，饒益西方有情。

12.楚英窩錫(法界光)(漢名黎日光)(西元
1948-)
傳承上師

出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畢
業，為香港註冊執業之資深會計師及英國特
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1966年皈依 劉銳之(福德法幢)金剛上
師。 劉上師得當代甯瑪法王 敦珠甯波車親
授【金剛薩埵靜忿大幻化網本續灌頂傳承】
教傳派、巖傳派、及極近傳承之傳承人。
1972年獲 紅教法王敦珠甯波車賜阿闍
黎位，賜法名「楚英窩錫」，義為「法界
光」，其密意為：將密法弘揚光大，成就如

法界之光明。
1983年得 劉銳之金剛上師賜四級名詞灌
頂。
1997年 劉銳之金剛上師圓寂， 敦珠佛
母得法王敦珠甯波車密示，指定 黎日光上
師為【敦珠新寶藏】教法傳承人，由 敦珠
佛母在香港主持陞座大典，賜蓮冠及法衣法
物。
2010年又得 敦珠新寶藏法統傳承人仙藩
甯波車傳授【敦珠新寶藏】重要教法並賜予
蓮冠、法衣、法物，及頒給「敦珠新寶藏傳
承」表與「教傳派金剛薩埵靜忿大幻化網本
續灌頂傳承」表。
黎上師現為台灣台南南化區「密宗山大圓
滿廟」之主持及香港、澳門、台北、台中、
台南及高雄六個金剛乘學會導師， 出版書籍
有：
《吾心忠告》、《敦珠法王最後祈禱
文》、《四法寶鬘》、《了生脫死》、《智
慧甘露》、《藏傳佛教基本常識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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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弘法行程

2013年
 7月6、7、13、14日於【香港金剛乘學會】傳授「毘盧七支坐靜坐法」。
 7月19日於香港出席「第三屆世界青年佛教研討會夏令營」並主講《藏傳佛教甯瑪派的學修體
系》。
 8月24日主持由臺灣臺南【大圓滿廟】與【南化區南化里、西埔里】合辦盂蘭「大幻化網度亡
法會」。
 8月25日於臺灣臺南【大圓滿廟】主持「大型放生法會」。
 10月5日於【台中金剛乘學會】主持「台中學會勝住二十九週年會慶法會」及「放生法會」並
開示《密宗生死觀》及傳授「楊枝淨水觀音儀軌」。
 10月6日於【台中金剛乘學會】傳授「金剛薩埵公開結緣灌頂」。
 11月24日(釋尊降凡日)於【香港金剛乘學會】傳授「無死蓮師結緣灌頂」及主持「海上大型放
生法會」。
 12月28~29日於臺灣臺南【大圓滿廟】主持「大圓滿廟勝住十二週年慶祝活 動」、「無死蓮師
虔修法會」、「鄔金藥師虔修法會」、「大型放生法會」。

2014年
 1月30日於臺灣臺南【大圓滿廟】主持「癸巳年除夕大會供輪法會」及「甲午年正子時上香同
修蓮師儀軌法會」。
 1 月31日、2月1、2日於臺灣臺南【大圓滿廟】主持「甲午年新春開年團拜法會」、「新春祈
福虔修蓮華生上師法會」、「大型放生法會」及加持「新春蓮師祈福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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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對《杖指老人》的開示
◎ 甘耀權 記錄整理 23/12/2012
(原文載自金剛乘季刊65期 ◎ 黃毅英 譯)
● 甘耀權：香港理工大學佛學會會長
● 黃毅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剛乘學會

香港會長、金剛乘學會編譯組主持

蓮師心要教授

認識這個教法緣起於黃毅英師兄在金剛乘
季刊的譯文：

『無學識六十一歲老人‧昂之殊笠嘉波隨
侍一年。
其間，殊笠並無求法，師亦無教授。
年後，大師欲離，昂獻以曼達盤，上置一
碇金花；並白言：「大師，請具慈眷念。首
先，愚無學識；次，愚智微少；三，愚已老
朽、四大衰退。謹此乞求賜此行將入木之人
簡易教法，能令斷疑，易解易用，具足見並
於未來世能得利益者。」
大師以柱杖直指老人之心並教授言：

12
猶如直指你心性的敦珠法王
不僅世間一切無常，我們的「心」也是無常的。所有內外因
緣都會牽動你的「心」，如何認識你的「心」，將「心」穩
定下來，才是學佛的重要課題。尊貴的敦珠法王此照似在直
指人的「心性」，很犀利，很震撼，也很直接！

觀入汝覺性中之明明了了之心：
◎ 無來而為空
◎ 無處住亦為空
◎ 無所去故為空

明而覺。若見此而了悟之，即見本面。
此覺心之覺
◎ 非為物所成
◎ 本有並在汝邊
◎ 非假他求。

蓮師心要教授

不論住於何處，均為山之關房。
◎ 一切所現，均為自然顯現。
◎ 本來自在之顯現即為汝助伴

一切意之流動、一切思維，無有自性而為
空。
◎

最密口訣：無論困惑之情緒生起，諦觀情緒
即無餘消解，困惑之情緒自解。此修法至為簡
易。
若能如此修習，則修法無有座次。無論住
於何處，均不離自性也。
◎

◎ 一經悟此，色身可壞，覺性不老。
◎ 覺性不知年青與老邁。自性離偏離邊。
◎ 了悟此覺性，則卓越與遲鈍無分。
◎ 若了悟此覺性，則無所謂大教與小教。

若能保任此不變之境，則無所謂長與短之
壽元也。 』
◎

黎上師應香港理工大學佛學會邀請，2012
年11月22日晚上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
館所作的開示中，對這個教法有如下的解
說：

蓮師要離開桑耶寺時，他的一位侍者，族性
拿葛的喜饒．嘉波向他作出供養和求法。
他說：
首先，我沒有受過教育；

第三，我年老了，所以我的身體四大已經耗
損了。
我懇求您賜予我一個簡單易懂、可以徹斷疑
惑、容易了悟與運用、見地有效，並且可以在
未來世中幫助我的教法。
蓮師便教他如何觀察自己的心。
觀心可以分為如下的層次：
從空間、實體來說心不是肉體的心臟，是找
不到，也看不見形狀和顏色的。

蓮師心要教授

緊記自心性，汝即可將思維作為修習，修
習即變得簡易。
◎

其次，我的智力薄弱；

從時間上來說，心念不知道從何而來，來了
也不會停留，走了也不知去了那裡。這便是金
剛經中說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
心念是依因隨緣地生滅，在我們來說是存在
的，但是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見心念沒有
永恆不滅的本體（自性），所以我們說這是
「空性」的。
但是從心的功能上來看，我們從少到老都有
這個覺受的能力，沒有改變。 在《楞嚴經》
中便有波斯匿王與佛陀的對話，談到恆河。王
現在六十二歲所見和三歲所見沒有分別。引伸
出生前死後這覺性亦不變注一。
念起念滅之間，與生俱來明白的覺醒心依然
存在。
心念的生滅和心的覺性不變是手掌和手背的
關係。
明白了這一點，用本來自然的心看一切事物
便是如實地看，如實地知道。對境而起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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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只是意念組成的概念的表達，不管說的是
什麼（例如糞便）心念是本來清淨的！
因此，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觀心。沒有根器的
分別。注二
在明覺中是本來清淨的境界。
蓮師心要教授

超越了語言和概念的局限，亦不為心中思維
所生起的妄念所蓋障。不為生死所左右。
當煩惱生起時，就是這樣去看自己的心，煩
惱便會自然地消融。
這樣的離開虛妄相，如實的觀察世間一切事
物，便是「境來相應，境去心無」的大圓鏡智
了。 ◎

註一
波斯匿王是佛的大護法，也是佛的弟子。在他六十二歲
的時候，他發愁來日無多，所以去請教佛陀：“一個人
死了，是不是就完全滅盡了，一切都完了？＂
佛陀對王說：“你的身體還好好的，你怎麼知道會死
呢？＂
王回答說：“世尊，正好比燃燒一塊木頭，木頭漸漸
燒完，變成灰燼，最後熄滅，什麼都完了。我的身體可
不也是如此？＂
“你覺得你現在的臉貌和你小時候的有什麼不同
嗎？＂
“那怎麼可以比較呢！世尊，我小時候臉上的皮膚既
潤滑又柔嫩，而現在是皺紋滿臉，頭髮也白了！還有很
多的其他徵象，都說明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了。＂
佛陀問：“你的臉可是突然變老的呀？＂
“哦！不是的，是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變老的。大概每
十年我自己覺得有了改變。不對，應該說每年在變化，
或者每個月在變化，甚至於每天在變！我再仔細想想，
不只是每天，竟是每一刹那我的身體都在變化衰退。就
因為這個原因，我瞭解我身體的毀壞死亡，是無可避免
的。＂
佛陀同意波斯匿王對身體變化及會毀亡的看法，但佛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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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說明肉體雖在不斷地變化衰退，終會滅亡，
但是一個人的覺知性，卻是一直不變，不會衰亡的。為
了使波斯匿王明瞭這點，佛問王：
“你是那一歲第一次看到恒河？＂
“我三歲時，母后帶我去河邊祀天，那是我第一次看
見恒河。＂
“後來你十三歲時再看到恒河，你看見恒河的水而生
起的覺知性，有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世尊，即使現在是六十二歲了，我看到恒河
之水而生起的覺知性，可以說還是一樣。＂
“大王，你今感傷臉皺發白，自然是因為你現在臉上
比三歲時多了許多皺紋，所以使你有年老年幼的分別。
可是你三歲時能看恒河之水的見而覺知的心性，和你現
今看到恒河之水的見而覺知的心性（覺性），有沒有有
起皺紋的感覺？有沒有幼老的分別呢？＂
“世尊，那卻是沒有。＂
“大王，你的臉雖然有了皺紋，變老了，但是你的覺
性並沒有起皺紋，並沒有變老呀！一件東西會從原來沒
有皺紋變成有皺紋，那是在變；一件東西本來沒有皺
紋，現在也沒有皺紋，那就是沒有在變。凡是在變的，
就會有死亡消滅。凡是不變的，它本來就沒有生滅，又
怎麼會死亡消滅呢？所以你為什麼說肉體死亡了，也就
一切都完了，滅盡了。＂
這一段對話並不難懂。波斯匿王所見到的是凡可以證明
其具有會變化的性質的，終會死亡消滅。佛陀進一層
說：凡是可以證明其不在變化的，即使僅是證明一極短
時間不變，就表示它從來沒有變化過。既然從來沒有變
過，也就永遠不會變化，就沒有所謂生滅。佛陀告訴我
們：“雖然一個人的身體會不斷地在變化，衰退而死
亡，但是人的覺性是不變的，永遠存在的，身體雖然可
以死亡，覺性可並不隨之而死亡。＂
註二
禪宗祖師如馬祖道一、大珠慧海等有：「平常心是
道」；「饑來吃飯睏來眠。」等語錄。便是說一切行住
坐臥皆不離心之覺性，活在當下。反之大珠慧海禪師說
凡夫：「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
般計較。」指出了一般人的心念是攀緣附物，前念後念
生生滅滅，無一刻安寧止息。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心經中觀自在菩薩慧眼所見：「五蘊皆空」
是離虛妄相而照見的世間實相；菩薩「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所修行的甚深般若波羅密多也就是這個入路。
●

經典研讀

《四品法經》研讀
林崇安
● 林崇安：中央大學太空研究所教授退休、

前金剛乘學會台北會長、法光佛研所教授、
圓光佛研所教授、內觀教育基金會董事等、
目前是大溪內觀禪林負責人

如果我們聽到順乎己意的言論、吃到順乎
己意的食物，就歡喜、讚歎、樂著、堅住；
如果我們聽到不順乎己意的言論、吃到不順
乎己意的食物，就苦惱、厭惡、瞋恚、嫌
薄，那麼我們就是被魔所縛，入於魔繫，於
魔不得自在。這是佛陀在《四品法經》的重
要教導。《四品法經》是《雜阿含經》中的
245 經。經文中的「可愛、可念、可樂、可
著」是順意的四品法，後期《瑜伽師地論》
上譯作「可欣、可樂、可愛、可意」。「不
可愛、不可念、不可樂、不可著」則是逆意
的四品法。以下先引經文，並配合論義略加
釐正，最後引論說明。

二、《雜阿含245經》：四品法經

（b）有眼識色，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樂、
不可著；比丘見已，［苦、厭、瞋恚、嫌薄］。
如是比丘於魔不得自在，乃至不得解脫魔繫。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還滅】

（a）有眼識色，可愛、可念、可樂、可著，
比丘見已，［不歡喜、不讚歎、不樂著、堅
住］。
（b）有眼識色，不可愛、念、樂、著，
比丘見已，不［苦、厭、瞋恚、嫌薄］。
如是比丘不隨魔自在，乃至解脫魔繫。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是名比丘《四品法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伏駁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今當為汝等說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
後語亦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清白梵

三、論釋
《瑜伽師地論》說：
由三種相，應正了知諸可意事。1. 謂未來世

行，謂《四品法經》。諦聽！善思！當為汝

諸可愛事，名所追求。2. 若過去世諸可愛事，

說。何等為《四品法經》？

名所尋思。3. 若現在世可愛外境，名所受用。

【流轉】

（a）有眼識色，可愛、可念、可樂、可著；
比丘見已，歡喜、讚歎、樂著、堅住。

經典研讀 ──
︽四品法經︾研讀

一、前言

4.若現在世可愛內受，名所耽著（所受用和所
耽著合為一相）。當知此中，墮於三世，有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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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

相，一於未來、一於過去、二於現在。於此行

受，要以正念覺察對各種可愛、不可愛

相，能隨悟入：是悅意相、意所樂相、可愛色

的外境和內受，有無生起喜歡或不喜歡

相、平安色相。如其所應，當知即是1.可欣、

的心理，這是修行的關鍵處。

2.可樂、3.可愛、4.可意四種行相。

《瑜伽師地論》又說：

經典研讀 ──
︽四品法經︾研讀

不可欣者，於未來世，不可樂故；
不可樂者，於過去世，由隨憶念不可樂故；
不可愛者，於諸境界不可樂故；
不可意者，由於諸受不可樂故。
又言苦者，即於境界不可樂故。言損惱者，即
於諸受不可樂故。
言違背者，於過去世不可樂故。
言逆意者，於未來世不可樂故。
復次，有二雜染：
一者、外境雜染；二者、內受雜染。
眼等為依，於色等境起諸貪著，名外境雜染。
諸觸為依，貪著內受，名內受雜染。
此二雜染，於永寂滅般涅槃中皆不可得，
非諸魔怨所能遊履。
【說明】

（1）
16

1.可愛（可欣）是未來世諸可愛事。
2.可念（可樂）是憶念過去世諸可愛事。
3.可樂（可愛）是現在世可愛外境。
4.可著（可意）是現在世可愛內受。
1.不可愛是未來世諸不可愛事。
2.不可念是憶念過去世諸不可愛事。
3.不可樂是現在世不可愛外境。
4.不可著是現在世不可愛內受。
（2）
修行者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接觸的當下生起感

（3）
修行者若生起外境雜染和內受雜染仍
是處在流轉。修行者不生起外境雜染和
內受雜染便是邁向還滅，最後進入無餘
涅槃，從諸魔縛解脫。

四、結語
修行者想要不隨於魔，脫於魔手，不入魔
繫，必須在根塵接觸的當下，不生起歡喜、
讚歎、樂著、堅住的心理，也不生起苦、
厭、瞋恚、嫌薄的心理，將內心保持中道，
如此才是六根清淨。◎

法海心蓮

談談菩薩道
林崇安教授

我們想走菩薩道，但菩薩道在哪裡呢？如
何走才不會跌跌撞撞呢？如何能不氣餒呢？
最起碼，要如何守住自己呢？如何面對挫折
而能無怨無悔呢？要以何種心態來走菩薩道
才能久遠呢？以上都是相關而必須釐清的問
題。

二、守住自己
菩薩道在哪裡呢？菩薩道就在人多的地
方，在道場、在公眾的地方、也在災難的地
方。菩薩道不是單槍匹馬的事，而是廣大的
佛法事業，必須面對形形色色的眾生。但是
面對形形色色的眾生，最起碼要守住自己，
在跌跌撞撞中才不會氣餒。
所以，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守住自己呢？
這要從經上找線索。
佛陀在《增支部．一集》說：
「諸比丘！心者，是極光淨者，能從客隨
煩惱得解脫，而有聞之聖弟子能如實解，
故我言有聞之聖弟子修心。」
凡夫的心是心性本淨（極光淨者）而客塵
所染（客隨煩惱所雜染）。什麼是客塵？貪
瞋的習性就是客塵，「我是他非」的分別心
就是客塵，對立就是客塵。「有聞之聖弟

子」經由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實知道心
性本淨，在生活中培養正念以修心，安住於
「心性本淨」，因而能從「客塵」得到解
脫。所以，想要在跌跌撞撞中而不氣餒，就
是要安住於心性本淨，不被客塵所迷惑，因
而守住自己。

法海心蓮

一、前言

若問：為何凡夫的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
答案是，這是「法爾如是」，這是難可了
知，這是聖言量，《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
方廣經》中說：
「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有二
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
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
分清自性清淨心和客塵，這是修行的起
點。以自性清淨心、覺性、佛性為歸依，就
是守住自己，並放下客塵的熙熙擾擾。

三、法的義工
接著，以何種心態來走菩薩道呢？既然菩
薩道是廣大的佛法事業，必然是分工合作來
完成。所以，走在菩薩道上的人，就是發心
當佛法事業的義工，以發心義工的心態來成
就佛法事業，來幫助別人。
直心是道場，道場就是菩薩道的地方，就
是累積波羅蜜的地方，就是累積布施、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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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心蓮

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的地方。
在道場中先確認自己的角色，就是幫助佛
法事業的義工，因而心安理得地安住於清淨
心，放下貪瞋的習性，放下「我是他非」的
分別心，放下對立，安住於中道，這樣就是
直心。起了貪瞋的習性，起了「我是他非」
的分別心，起了對立，就是忘了義工的角
色。時時警惕，因而無怨無悔地去當佛法的
義工，做一個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義工，
以這種心態來走菩薩道，便懂得提起，懂得
放下。

四、結語
18

整個菩薩道也可以歸結到《發心偈》：
「我及無邊諸有情，從本以來就是佛，由分
別故轉輪迴。殊勝菩提心生起。」前三句是
說心性本淨（佛）而客塵（分別）所染，因
而不斷輪迴。殊勝菩提心生起，就是菩薩行
者安住於清淨心，脫離客塵，無怨無悔地去
當佛法事業的義工，平平穩穩地邁向菩提。
如此，年輕的行者，能安住於清淨心，則希
望無窮。年老的行者，不可坐以待斃，應記
住「人生七十才開始」。既然走菩薩道，就
應該有不同於一般人的眼光和心胸；既然有
自性清淨心，就應該難忍能忍，難行能行，
這就是常精進菩薩的精神。◎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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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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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 所有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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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與前瞻》
──為金剛乘學會成立三十五週年而作
◎劉銳之

金剛乘學會於民國四十二年(西元一九五三
年)七月七日，假座宇宙會所，會議成立，
邇來三十五週年矣。及今香港會址設於北角
英皇道，而台灣地區廣闊，分設四個學會：
台北設於南京東路，台中設於寧夏東一街，
高雄設於覺民路，台南設於武聖路。各會會
員：香港約一百餘人，台灣四會約合計五百
餘人。自五十二年冬始將西藏密宗靜坐法普
傳而後，在香港已是四十六屆，從學者達萬
人：台灣四個會所及嘉義舉辦，不下三十餘
屆，從學者亦達一萬餘人。彼等多數欲知本
會會史，甚至本人簡史，值此三十五週年紀
念，約略及之：

一 不堪回首

銳之廣東省東莞縣員山鄉人，民國三年出
生，父少弼先生，從師習刑名錢穀(前清之政
治專門學)，為名幕府(約等於負實際職務、
責任之高級顧問；主管尊之為上賓，稱之為
老夫子。)先後受廣西撫台、廣東制台、廣
東總督、巡按使、省長等之聘請入數幕凡數
十年。常以「前清不服官，民國不入黨」自
勵，廉潔逾於常人，即僚屬年節禮物，亦拒
不受，清風兩袖，悠然自得。好寫作，著述
豐富，有「一廬存稿」印行，贈送親友；稿
分甲乙兩集，甲案為詩古文辭，乙集為官文
書。暮年僑居香港，親友送子弟來，從習國
文專修，皆豪富者，編有丙寅字課、庚午字
課以傳授之，來學者頗眾，為適應港例故，
兄、姊、及余均為助教，如是者有年矣。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如是殊勝因緣在金剛乘學會，難遇得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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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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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日寇侵略而後，抗戰歌曲盛行，
時值少年，熱血騰沸，每聽松花江等曲，涕
淚縱橫，跽父母前請准回國參戰，不許，因
以國亡將必家破，請之再三，乃許，遂返國
依父執，共赴國難。李漢魂將軍台兒莊大破
日軍後，陞任第三十五集團總司令部，使充
同中校秘書，代軍法處長；將軍旋調任廣東
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派余充該部軍隊
簡任三階主任祕書(同上校職同少將銜)。勝
利後主席去職，因亦告辭。旋為行政院善後
救濟總署廣東分署凌道揚署長，聘充簡任專
員，負責新聞職務。後以競選廣州市參議
員，部署剛竣，山河變色。隻身逃港，以窘
窮故，父母妻子，留滯鄉間，於是不敢再用
「其鈍」原名，改以銳之別字行矣，往事真
不堪回首，如是將四十年。

及今思之，當年蓋莫名其經義也，好之而
已。十八歲時嫡母年逾六十，忽患乳癌；生
母則患肺癆已第三期，兩者均為絕症，群醫
束手。堂上之門生蔡淵若，夙奉瑜伽密宗；
時有趙士覲兄，修得相應，為人修法加持，
惡疾立愈，迭奏奇效。蔡代乞為兩母修法，
趙以必須家人同修，余乃發願，請命於父
許之，如是而受灌頂，修法、放生，不舍精
進；翌年生母嫡母先後棄養，無常迅速，定
業不可轉移，世俗勝義二諦，所知無多，法
海淵深，發願深入，決盡形壽以學之，學佛
因緣，如是云爾。

三 遍事諸師
所陳皆學會未成立之前塵影事，故刪節
之。

二 學佛因緣
四 組會緣起
父以崇奉儒學、祇祀祖先，其餘俱不許參
拜。但余出世九日，以急驚風死而復生；從
此稚齡多病，母乃祕密寄養於觀世音；十二
歲隨母聽寶靜法師開示八大人覺經，有經典
派贈，取而置衣襟內，返見父未為所覺；夕
睡，以電筒掩映在床上讀之，每晚以為常，

佛法最重緣起，本學會之組織，瞬已
三十五年，及今回顧，當年絕無組設學會
之構想，更無作為人師之意念；如是緣起非
一，以組學會而論；可分為遠因、及近緣。
略分述之：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返居香港不久，有李世華君，約至其辦公
室，為之宣說般若心經，每星期二次至三
次，將及一月，敬謹奉上數百元以為酬，婉
卻之；則曰：君之比我較為多之佛學，已
經不斷給我；而我之比君較為多之鈔票，
敬以奉君，奈何不受？余曰不然，我之導君
至清淨法界，君乃長我貪欲，陷我於地獄，
是烏乎可！李經營建築業，邀為巡視工程，
以非所學卻之。曰不然，我亦非學建築工程
者，假如君自營居室，亦必親身巡視，余以
事忙，故請君代，如易以他人，又恐協同作
弊，今祇薄具夫馬費，使從事工程者，不敢
偷工減料，助我良多也；乃許之。
二、近緣

及既承事 吐登利嘛師聞受咕嚕咕叻佛母
法，既圓滿已。 師以法緣日開，衣履咸
集，鈴鼓聲喧，每為不肖員警所干擾；乃思
成立會所，免此煩惱。余供奔走，既決籌備
設立「真如藏密院」，力促肩負祕書之責，
乃以無力擔負懇辭。初以深受 貢噶師恩，
亟擬親近。為吐登師所聞，乃坦承未受高法
灌頂，如會所成立，實欲迎請 貢師蒞港，
傳授四灌。遂長跽發願，願供驅策，粉身碎

骨，在所不辭。及將開幕，盛宴諸山大德；
即請供奉 貢師法相以加持，吐師聽侍者之
言以否決；既開幕已，祕書亦為侍者所當，
遂悄然引退。
然而迎請 貢師駕臨之願，反更熾燃。初
世華請皈依余，峻卻之，介紹皈依吐師，開
幕時更以鉅金奉獻。時以迎 師之願未償，
常鞅鞅不樂，世華知其然，乃以自行組會為
請。商討會名：以西藏謂顯教為因乘，為般
若乘；密宗為果乘、為金剛乘。佛教有學術
與宗教之兩部分，研求教理，應本活到老學
到老之精神，遂定名為「金剛乘學會」。彼
更撥出香港堅道五十六號祖居之樓下一層為
會址，指定傭工一人為會役，並偕至警察局
辦理登記手續，是時學會已正式成立矣。若
舉行會議，及正式註冊為有限公司，皆後話
也。並確定立會宗旨為：「不捐外界資財，
不受善信供養」。此本為吾 師黎乙真法師
創立居士林所定，蓋遵仿之而決定，直至現
在仍固守不渝；以君子固窮而自勵焉。

五 羅致諸賢
會既成立，主理會務者為李世華、高大
添、李福衡、謝卓如諸居士及余：以既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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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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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人才自形不敷，乃極力羅致諸賢，使
陣容充實，有足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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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時憲碩士：廣州中山大學佛學系碩士、
香港法相學會會長，當今唯識宗學派宗師、
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佛學講師、著述弘富。
馮公夏居士：香港大學學士，中文英文佛
學演講著述頗多，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
近年僑居加拿大國之溫哥華，為當地佛教會
長。
韋達碩士：香港大學英文系碩士，譯述有
成唯識論印行。
羅致已，於是共同選舉為永遠董事，勷助
良多。
迨於五十一年四月向香港華民政務司署註
冊以有限公司立案，第一屆董事除前者外分
列如下：
李世華居士：童年皈佛，多財善賈，作大
檀施，而尤致力於佛教學術文化。
高大添居士：以母親念佛往生，境界良
好，早年修持精進，曾有放下之心。
謝卓如居士：廣東人經商上海，長袖善
舞；承事諸位喇嘛謹誠，特於寶喇嘛前，修
習拙火，畏寒全退，隆冬猶祇單衣，迎請吐
登師蒞港，供養多年。
黃庚世居士：世代經商，事佛精進，為榮
增堪布座下之同學。

六 受遙灌頂
屈映光文六先生，為 諾那上師時同學，
相隔萬里，未有睹面，及其違難香港，說法
度生，亦無緣趨聽。殆後奉召返台，以印刷
佛法書籍，函來徵求校對，常以師兄弟相
稱。四十四年復函示舉行大圓滿心中心灌

頂，並授遙灌；因念前於 貢師曾受遙灌，
為使學會同人得受法益，遂領導同受遙灌，
嗣此乃師事文公。四十五年秋後奉諭函，代
班禪國師遙授時輪金剛四灌，亦得恭受，
並集鉅資印行藏漢文字法要。
五十三年秋三度遙傳采達大威德金剛四
灌，法喜充滿。

七 大手印法會
學會成立之旨，為迎請 貢噶上師駕臨，
乃噩耗傳來，驚聞示寂；追思會上，沈痛非
常。旋聞 貢師所傳大手印弟子張澄基博
士，由美國返台灣，四十五年十月道過香
港，請其暫駐，宣說大手印多會，為不可
多得之法會。並假座東蓮覺苑作通俗演講多
會，聽眾數千人次，盛況空前。翌年澄基
由台返美經港小住，續作演講，江妙吉祥女
士，為譯作廣州語，兩者皆蓮花舌燦，備受
歡迎；為印行佛學四講，乃本會印書之始。
澄基並發起編纂佛經選要，本會同人多響應
之。

八 佛經選要
關於佛經選要之緣起、過程、障礙等，備
見本刊第二十七期不贅。發起之初，澄基
親聘羅時憲兄為主任編纂，邢肅芝(碧松法
師)、江妙吉祥居士，及余為編纂，謝卓如、
張沙鷗、勞健泉居士為書記，皆以象徵式之
夫馬費作為報酬，以三年為期，以本會二樓
(世華祖居)為辦事地址，經常費用，由世華
與吳昆生居士分負之(租金免付，工役水電均
由世華供應)。不久，外間妒者紛起，儼成巨
波，本會少數同人，受其影響，昆生首先退
出、經費遂生問題，世華獨力支持，全始全
終，安然渡過，而仍有少數極力反對，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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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選派求法
四十八年以 貢師既已涅槃，瞻依失所，
得張澄基博士之鼓舞，李世華會長之檀施，
選派前往印度之噶林邦，向甯瑪巴法王
敦珠甯波車求法，承賜金剛薩埵灌頂，由
瓶灌、密灌、智灌、名詞灌，四灌圓滿，
閉關修習，請示儀軌，復請示導引法， 師
以從未傳授，特鑒專誠，且因其過去生中
之願力，及彼此之因緣，加以得悟謙僧為之
度語，故如瓶水瀉，盡量傳授，如是凡五閱
月，編成大幻化網導引法一書出版。此續藏
名「那也東初」，依四灌教授譯成漢文者，
以前未曾有也。 師更賜給無上密乘教傳派
金剛薩埵靜忿大幻化網本續灌頂傳承，靜忿
摧壞巖出近傳承，極近傳承，於漢人中，得
此傳承，以前亦未曾有也。更編造四級灌頂
儀軌，使代攝受弟子，以廣流傳，並廣傳瓶
灌法軌經多種，俾滿足有情所求。

十 活佛灌頂
自維雖奉 師命，代攝受弟子，但以毫無
證量。未敢謬為人師；學會同人善根，急待
成熟。五十年冬 格賴達吉活佛應聘赴台灣
經港，迎送抵台後，再請前來，舉行大圓滿

前行，及大威德金剛灌頂。五十三年冬，請
甘珠爾瓦活佛傳四臂觀音、及綠度母結緣灌
頂。五十四年冬，請 明珠活佛來港，度語
繙譯；並請傳授白度母灌頂。

十一 傳靜坐法
西藏密宗靜坐法，為毘盧七支坐，要受第
二級祕密灌頂後，始得學習，以為修習報身
之基礎，對外絕不公開。余以早年與學會同
人研習天台小止觀，智者大師以之授其俗兄
陳鍼，能得延年益壽，印象甚深。及奉傳此
法，因念濁世壽短病多，殊堪悲憫，跽請準
賜普傳，以資救濟，即奉特准，故每次傳
授，必宣布 敦師深恩，以求加持，且知法
來有自也。
從五十二年開始，在本會，其後或以人多
假座他處舉行。廿餘年來，除在港外，分別
在台灣之台中、台北、高雄、台南、嘉義、
及新竹等地；十餘年前曾至美國紐約之大覺
寺，加拿大多倫多郊外之靜室，(此二處均祇
說理及示範共一小時半)，最近並在星加坡，
及馬來西亞之檳城、太平等處。初期每屆分
八次傳授，其後以人多無暇，每屆改為五
次，所有每次均為一小時半。課期內分理論
及實踐，而後者更重於前。或收學費，或且
免收，視各當地之情形而定。
講授先用口述，後以學員日多，咸要求講
義，因口授飭紀錄，而成為西藏密宗靜坐法
概說，印行後一紙風行，銷售六千冊。越數
年以不斷實習，有所增進。乃復演繹，寫成
西藏密宗靜坐法詳釋，闡述較詳，如是又越
數年，學員復求深造，於是復示以講義，及
準備付印西藏密宗靜坐法廣論焉。
學員人數，港會初期每屆祇數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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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票贊成，認為不應由會主辦，為完成選
務故，乃別組「佛經選要編纂委員會」辦理
之，及選事完成，分函諸山大德及諸大居士
贊助，卻得全部回響，會中以前之反對者寂
然，故印行時，仍屬本會。乃今雖對此書，
多未表滿意，但憶澄基發起時，認為此類佛
教聖經之作，祇求其有，不必責備求全，使
後之人繼起而改善之，則我輩創始者之初衷
也。此書自五十年印行而後，轉瞬已二十五
年，後繼尚未見有人？迄今仍不斷以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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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增至數百人，
七十四年十二月，竟
達一千六百餘人，現
已四十六屆，故港會
學員實已超過萬人。)
台灣各地合計，亦已
超過三十餘屆，以場
地較大，開始人數即
多，綜算亦逾萬人
矣。
本會傳授靜坐，愈
久愈盛，妒者側目，
誹謗紛來，不理之而
已。

十二 遷新會所
本會成立之初，係由
李世華會長撥其祖居樓下一層應用，莊嚴密
壇、弘揚顯密法要，其後會務發展，依章申
請註冊為有限公司，至四十二年七月奉准，
邇來三十五年矣。
後於四十三年九月，遷移於九龍洗衣街
一三九號十六樓，略事擴充。越四年受環境
影響，經濟大成問題。智者遠避，懷歹心者
攻訐而覬覦；時陳寶芳自關房中挺身而出，
負責會中事務，不受報酬，任勞任怨；梁公
範、郭文添始終其事，不為動搖，護會功
高，不容沒者。
六十八年秋呂榮光孝思不匱，夢亡父索亡
物，乃為安置本會蓮座以奉祀之。旋隨學靜
坐得益，後受密法灌頂，感於學會地狹，人
多實不相容，乃發弘願，獨任檀施，選購香
港英皇道七百號七樓Ａ座，地廣闊約倍於
前，粉飾莊嚴，躬親督導，務使美奐美輪，

亦可紀也。遷入又十年
矣。

十三 譯古藏史
五十二年秋，奉 敦師
函諭：「參加宗教會議，
甚成功；因而從事起草關
於甯瑪巴派起源之書(西藏
古代佛教史)，有意將之譯
成英文與梵文，並先用藏
文出版。爾如能將之譯成
漢文，當可使余無限歡喜
矣。」越二年春，已用藏
文出版，並以多本見賜。
關於譯漢之舉，自維於西
藏文學，祇得皮毛，必須
精嫻藏文，通達佛法者，
以為之助。
明珠活佛才高學廣，留台日久，通漢語
文，遠道前來，度語導譯。會長李世華，獨
任檀施，迎送旅儀，供奉膳饈，月進脩敬，
必敬必豐，時新遷入九龍洗衣街會所，明
珠活佛不嫌簡褻，譯述忠誠，非常難得。
從五十四年八月開始，五十五年四月完竣。
度語筆受，雖告圓滿，但於全部譯事，僅十
得二三。蓋於統一譯名，修飾潤色，編配圖
像，艱困非常，幾經整理，至五十八年七月
始妥。適爾奉師諭，「藏史已譯成梵文，脫
稿待印。」如斯巧合，真大喜事也。但以世
華因事離港，難覓檀施，無法印行，如是耽
誤四年，至六十三年六月始能出版。

十四 發起布薩
布薩梵文，義為誦戒。釋尊以戒定慧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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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奉 貢噶上師遙灌，始蒙頒賜全部戒
條，並開示錄；其後承事 敦師，重新授
戒，教誡甚詳。
六十一年搜集戒條及開示錄外，並附參考
經律：事師法五十頌，菩薩戒論，瑜伽菩薩
戒略攝頌，梵網經菩薩心地品等。書成，
師賜以密乘殊勝心要寶藏，復賜序文：謂余
曾受四灌傳承，且授權將此戒本傳授，於此
可免白衣傳戒之過。
茲者港台五間學會，於每月最後一日，均
召集徒眾於佛殿，朗誦戒本，肅敬布薩；每
月之十五日，則飭分別在家闇誦焉。

之請，派黎日光為負責財務，羅啟安、司徒
卓才等為布置密壇，陳承澤為傳法時傳譯。
余適在台灣台中學會，主持靜坐班法會，
乃撥空返港，前往機場接機，並在酒家樓設
宴，筵開六席，酬酢甚歡。
法駕駐港多日，先後應各佛教團體之請，
舉行多項灌頂。及率諸弟子恭請降臨本會，
已得答允傳授甚深殊勝之「密勒日巴」及
「噶瑪巴斯」灌頂，以即彼之上師相應法，
與其前生之成就，故前此極少傳授，傳畢並
以藏文儀軌兩本見贈，珍重希望譯出。惜至
今仍無暇迻譯，不免深負雅望矣。
法會圓滿，法王敬向蓮師聖像前獻呈哈
達，並邀余合拍一照，以留紀念。

十五 大寶法王灌頂
第十六世大寶法王雲中甯巴多傑，以與香
港因緣成熟，特於民國六十九年庚申十月前
來訪問，香港佛教聯合會籌備歡迎，向本會
借助，因以彼與吾 師友情堅固，乃應該會

十六 事 師略述
自從四十八年秋叩別 恩師而後，直至
六十一秋，法駕赴美，取道香港，始得重見
慈顏；直至去年元月， 師示寂於法國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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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訓，更有佛性常住戒卷
之語；佛制每半月即月之
十五日，與三十日或廿九
日，集眾僧說戒經；西藏
則每黑半月白半月布薩。
返港後，從未聞有布薩；
台港密宗信徒不少，更未
聞知有密宗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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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都，於此二十年間承事經過，已分別見於
舊著「敦珠甯波車訪問香港」及近著「 敦
珠法王與金剛乘學會」兩書中，此篇所記，
祇係扼要而已。
一、三迎法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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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年九月 師以受美國紐約等地邀
請，決往一行。且以彼此一別十餘年，聞於
弘法利生，頗致努力，深以為念，故親臨觀
察；乃偕佛母、子仙藩、女千媚、詩靈等前
來。於是逢迎招待，必敬必周。歡聚月餘，
法駕遠適美國，不久返港，示云：「此次從
瑞士返，經印度之孟買，本可還家。竟僕僕
往來、實欲多圖一敘而已；以此因緣，今
後將生生世世，彼此共會一處，直至同證菩
提，可預言也。」真堪三復斯言。
七十年三月朝 師於尼泊爾國首都嘉德滿
都，佛母開示：「今冬法駕赴美，行時將先
到香港，以家人均喜此間」。當即表示歡
迎；並請遵 師前諭，祇作遊觀，不作灌
頂說法之請也。當奉允諾。是年十月法駕
蒞止，佛母仙藩兄千媚詩靈姊，及外孫女與
俱。旋以曾得移喜佛母勸請，決將巖傳殊
勝法要弘揚，故抵達不久，即忙於「意與治
療」、及「覺悟之道──生與死的禪法」之
講座，與舉行普巴金剛、移喜佛母，賢劫千
佛之灌頂、並傳授菩薩戒；此不獨香港弟子
得沐法恩，而台灣各學會之弟子，亦有部份
組團朝聖，一體參加，法喜充滿。
台灣各地從學者日多，先後在台北、台
中、高雄、台南四個會所，以指導之。但以
住於台北，地點較偏，法會講堂，不能兼
顧。而台中地較適中，因在此建築一會，
先向吾 師請示，能依西藏型式，使眾得所
瞻依。七十三年秋落成，乃請法駕蒞臨，主

持勝住(開光)典禮，並選定十月十日為勝住
期，與我國之開國國慶日，不謀而合。事前
先為金剛薩埵、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安
臟，殊勝非常。勝住圓滿，舉行馬頭金剛、
金剛薩埵暨長壽佛、文殊師利菩薩等灌頂，
均在台中學會舉行。旋即巡視台南、高雄、
台北各學會，予以加持，在台北巿假實踐堂
公開蓮師灌頂，受法者八百五十餘人。且假
旅邸，祕傳鄔金藥師灌頂。
十月卅一日 法駕與眷屬俱，三度蒞港，
余親近承事，亦步亦趨。駐錫新世界酒店，
因亦下榻其間。每早九時半至十一時半、下
午一時半至三時半，必趨承色笑，每或遲
至，必使追呼。但 師徒晤言，例須重譯，
偶一不具，則唯相對無言。佛母時或見之，
輒指而大笑；「此情可復成追憶」，無限依
依。
法王駐港期間，傳授法要甚多，計有無死
蓮師灌頂及開示儀軌、馬頭金剛及鄔金藥師
灌頂、大圓滿及普巴法之開示，二十一度母
中之寶源度母、文殊師利菩薩、蓮師財神及
長壽佛等灌頂及儀軌講授；十一月十三日則
開示蓮師藥師等法要，並於殊勝之佛誕，舉
行會供。
自維年齡老去，體力日衰，而於修持、弘
利，繙譯，三事並行，恐難應付，請 師指
示如何取舍，使能有成；乃蒙觀察多日，示
以勿稍放棄，精進為之；當年之命爾名「舒
囊」，實為必得成就之授記，固應深信不
疑。今再傳爾聖寶源度母灌頂，更得加持，
浩蕩深恩，唯法供養以報。歷次灌頂，諸弟
子均得參加， 師見彼等依照所受瓶灌、密
灌、阿闍黎灌、名詞灌，分別依秩序披黃紅
法衣，以參與受法，認為井井有條，與一窩
蜂有別，大為嘉勉，飭攝取相片呈獻，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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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定予加持，真可感也。 師以居法國南部
之博都Dordogne有閉一千日、二千日、三千
日之關者，亟待開示，必須趕回。臨行開示
曰：余體雖有些衰老，而心仍極健全，此去
不能再來，今後縱至任何處，皆不斷與以加
持也。
二、兩番朝謁

七十年三月再赴嘉德滿都朝謁， 師本以
閉關謝見外客，竟特准承事。所請印行金剛
乘全集，不獨允許、加持，且賜給序文，以
為介紹。翌日趨謁，坐甫定，佛母持蓮冠、
法衣、鈴杵、哈達而來，堪布為余披衣，
師為戴上蓮冠(以月前曾函詢頭之尺寸預為
之，故極適合。)並開示：「此冠為蓮師所
定，蓮花表不為世俗所染，日月表方便智慧
配合，其上藍點表一真法界，如是三者，亦
表法、報、化三身成就，故蓮師常戴之。其
大成就之弟子，亦均戴此；今以賜爾，即為
正式之喇嘛，不獨表示甯瑪巴法統之傳承，
且為蓮師之代表。此後可於漢地、東南亞，
及任何喜歡之地方弘法，且已無餘授權，傳
授所有高法。
日者承事之餘，談及星加坡，馬來西亞等
地，未有甯瑪巴中心，言下不勝感慨；為承
師喜悅，自願前驅，且計劃傳至二級灌頂
之法，得大嘉許。
復以日前有請至紐約傳授靜坐及密法，因

三、賜諸法寶

自噶林邦受四級灌頂後，承賜傳承表三
張，使為攝受弟子，當時以舉行灌頂，無有
法軌可循，乃蒙親造從瓶灌至名詞灌儀軌，
以余不識藏文草字，飭從者楷鈔以給；並賜
以各級灌頂之法寶，如移喜佛母之也叉，蓮
師及金剛薩埵之甘露丸等，以為信物。若德
格版之甘朱一百卷，蓮師湯嘉九幀等，如是
甚多，詳見前文，茲不復贅。
四、法南示寂

七十六年一月廿三日，仙藩甯波車，從法
國南部博都來電話以 法王已於一月十七日
示寂。身體逐漸縮小，呼吸全無，跏趺坐
姿，依然不變，面色神態，全與生前無別，
有如入定。以有所待故，古大德多有行之，
因偕弟子五人，趕速前往，以辦入境及轉飛
機等，種種延阻，直至一月三十一日始抵巴
黎，當即報告， 師遂於二月一日上午二時
出定，由四位嚴三昧耶之活佛，為之沐浴更
衣。事前已有師兄多人虔修請法體勿遠離，
及速轉世，而以頂果甯波車主其成，頂果甯
波車，及達賴喇嘛，均有祈禱法駕速臨頌(已
見本刊前期)，修法時誦讀。
五、尼國供奉

師示寂後，慈悲答允留下法體，以饒益此
世界之有情。消息傳來，西藏、尼泊爾、不
丹、錫金、印度等國家，均力請法體供奉，
期得重大加持，免除災厄。 佛母認為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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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駕初次蒞港，赴美旋回，匆匆返印；對
此間景物，無限依依，而於漢土文物，尤深
贊羡， 師之眷屬，於此更具愛心。乃於
六十四年四月攜備名貴藝術土產數事，前往
嘉德滿郡朝謁。承 示甯瑪巴十萬續(對外祕
密)，正已重印成就，待付郵頒賜，因飭取
回，並指示摘要譯出。

以紐約為 法駕所駐，且已成立中心，非經
奉准，於法不合。即奉函請示，迄未奉復，
未有成行。今聞又舊事重提，特先請示。
師曰：你可前往傳法，無論何地，即使我設
有中心，你亦可成立分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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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再回西藏，若尼泊爾亦極殊勝，且祕密
聖境特多，可稱為西藏第二，簽證旅遊非常
方便，故決定往。尼泊爾聞之大喜，特於嘉
德滿都白塔旁，建一寺廟，以供奉之。屆時
一切信徒，均可瞻仰法體，盛大法會於是舉
行，因 法王是甯瑪巴之領袖故，無上密之
甯瑪、噶朱、格魯、薩迦四派，都會派最高
級之代表出席，分別在廟之東、南、西、北
四方，佈置各派之殊勝莊嚴壇城，修法祈禱
乘願再來；仙藩甯波車亦將指撥一地，為金
剛乘學會之壇城。原意以為去年十月尼國政
府當派高級官員到法國，與當地政府一同處
理法體之運送，遂與港台會聯絡準備前往；
詎料至今，廟仍未曾建妥，惟有倚裝以俟。
法王三度蒞港，住台遍巡各會，且為台中學
會勝住加持；故於相好莊嚴，聲音笑語，於
諸再傳弟子，果已深印識田，永不忘失。特
編印「法王與金剛乘學會」廣為贈閱，庶幾
吾 師德澤，永志人間。

十七 專習藏文
28

憶自稚齡承事 諾那上師修習密法，知欲
求深造，應習藏文；已易數師，
迄無進步、鈍根如此，夫復何
言。一貶眼已數十年，然均業
餘課讀，未有專修。民六十五
年，時年已逾六十，而兩小兒
女均已能生存獨立，力請退
休，免再勞神於教育。因念不
如藉此餘力，專心以學藏文，
遍訪名師，香港已無覓處；有
歐陽無畏喇嘛，在西藏拉薩哲
蚌寺，受具足戒，居留十三
年，已取得頭等格西之准考資
格，以易手故，返回台灣；乃
放下一切，赴台從師，不知其

老之至也。
多年以來，已譯出菩提道次第訣要，密咒
道次第寶鬘疏等。而師之主張：認為暢達藏
文，直接研讀經論，以聞以思以修，而祈成
就，不願復加筆譯，慮或訛傳云。
七十二年冬莊晶師夫婦，由粵至港定居，
師在國內民族學院藏文畢業，藏漢之譯述，
出版者甚多。慕名來訪，相見甚歡；余仰其
學師事之，乃蒙不棄加以指導，獲益良多。
七十三年 法王特頒重要開示：「為方便
那些曾受灌頂傳咒等法要之具信漢地弟子能
得相應之教導，及為了他們修習的方便，本
人將特殊權力給予我於漢地的法之代表舒囊
卓之贊青(劉銳之)命其將我的教誨及法本，
由藏文譯成漢文。對此開示任何人均應謹
記。密咒甯瑪巴持明敦珠移喜多傑」。(原件
見本刊二十二期)

十八 成立各會
既以專習藏文，居台時間較長。又念譯得
法要，而傳授人稀，出版之書，充棟汗牛，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亦復何必？如是因緣所許，乃攝受所化，依
次分地成立各會，簡述之：

台中學會：民六十五年春於台中縣大里鄉
日新巷七九弄五號成立，六十九年十一月
遷台中市仁和路二零五巷七弄四之四號。
七十三年春於西屯區寧夏東一街三十五號自
建學會，模仿西藏型式，以三樓莊嚴佛殿。
迎請 敦珠法王於十月十日，主持勝住典
禮。
高雄學會：民六十七年二月於鳳山巿福誠
路二十號三樓成立，六十九年二月遷至民族
二路一零二之五號四樓，七十四年二月遷三
民區覺民路五一零號五樓。
台南學會：民七十三年十月於文賢路一零
三零巷三弄四六號二樓；七十五年二月遷武
聖路一六零巷一號六樓。七十七年八月遷安
平路三一四巷九十號。
關於此四學會詳情，分見各會所述，不再
贅。七十四年夏，柯萬成陳毓照等發起靜坐
班，於澳門華僑報斑斕文化藝術館舉行，參
加者數十人，因往傳授，有請求皈依者，於
香港學會攝受。
同年六月新竹彭吉勝於證善堂發起靜坐
班。參加者三十六人，因往傳授；有請求皈
依者，分在台北、台中學會攝受之。

十九 海外法幢
前奉 師諭，為承喜悅，願赴星馬傳法。
乃於七十一年十二月前往馬來西亞之吉隆
坡、檳城、太平、乃至星加坡；先後在彭亨
佛教會、太平佛教會、威中佛教會、佛青
會、及馬佛總會等，演說西藏密法大要，即
身成佛之理，與西藏密宗靜坐法，參加實習
者，各止三數十人而已。
檳城、太平、星加坡雖有多人請求皈依，
因飭嚴守本會四原則之發菩提心、正見正
知、嚴守戒律、精進修持。並須每月初十必
須會供，月底必須布薩；及修四加行，始傳
以蓮花生大士灌頂，如是祇得四十六人。因
告以努力修之，明年前來當授以二級灌頂
也。
其後以在台灣修建學會，迎 師主持勝住
大典，無限繁忙，延至七十六年三月始得再
來，為前已受灌頂之弟子三十人傳授二級灌
頂。並在太平、星加坡分別舉行蓮花生大士
初級灌頂，受法各數十人。徇眾要求分別在
太平、檳城、星加坡傳授靜坐。
七十五年冬潘寶康供養旅費，請於美國羅
省豎立法幢，以因緣未具，未便答允。請之
再四，只允一行。越年一月接受羅偉倫皈
依，旋以楊德瀚等十八人請求灌頂，因時間
倉卒，祇傳皈依；並在蒙市之健才中心演說
西藏密宗靜坐法一會。旋以三藩市謝滿根邀
請，前往諾那寺演說顯密異同。
七十六年夏楊德瀚託人至台灣迎請，而潘
寶康除供養旅費外，更願供養三藩巿或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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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學會：民六十四年十月於台北巿南港
研究院路二段三十五巷十四號成立，越年
十一月暫遷台北縣板橋文化路。六十六年一
月遷台北巿民生東路。越年一月又遷往忠孝
東路六段昆陽街一五五號四樓，七十三年九
月又遷至多年前預置之敦化南路三三零巷
十七號三樓，七十五年十二月遷至南京東路
三段二七八號四樓。

七十五年十月嘉義張惠玲等，發起靜坐
班，參加者二百餘人，因往傳授。有請求皈
依者，約五十人，於台南學會攝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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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學會道場。越年一月偕鍾棣湘前往，先
後於三藩市列治文區傳授靜坐兩會，灌頂一
會。在唐人區演說靜坐及西藏密法大要。旋
赴羅省演說西藏密法大要、修四瑜伽、嚴三
昧耶、大圓滿等開示，並傳授靜坐，及灌
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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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年冬接檳城陳志仁電話，以星馬諸
同學對二級灌頂儀軌之修習，均不了了，擬
請前往，且在該地度農曆新年。因以早有美
國行之約，行裝就道，乃允於美國回程即
往。
我甯波車降生傳記中，早有「遍豎法幢」
之授記。及傳我傳承，即命名為福德法幢。
故凡到何處，如因緣許可，即代 師弘法，
演甯瑪巴；憶於十五年前，至美國紐約大覺
寺一應敏智法師、沈家楨居士之請，簡介西
藏密宗靜坐法。其後至加拿大多倫多郊外某
寺亦然，惜寺名及法師名，均己忘記矣。此
行亦足述者：
七十七年一月五日抵三藩市，經宣傳部
署，由二十晚至廿四晚，五晚傳授靜坐及灌
頂。廿六日赴羅省，因早有籌備，即晚至
三十晚，傳授靜坐及灌頂。二月四日復返三
藩巿，雖應學員再傳靜坐，然此三次合計，
祇數十人而已。
三月十二日抵馬來西亞之檳城，二十日抵
太平，廿七日抵怡保，(雖以前未至，但已先
播種子)四月五日抵星加坡，此該地數年前
已種法因，此次舊地重臨，新舊弟子約二百
人，有請成立學會，以不能常來傳法，未之
許也。檳城同人，頗能精進，於教理亦勝
解，故於亥母修法外，並開示密法大要，恆
河大手印，大圓滿，祝拔宗四瑜伽等，亦可
算此行宏利之收穫也。

四月二十日前往澳洲之布里斯本、黃金
海岸、悉尼(俗稱雪梨)、墨爾砵等，均屬旅
遊、觀察；雖後列二地，曾有多人請傳靜
坐，開示密法，且有云數年前擬請余前往傳
授，恐未能離開台港而罷，但仍未願倉卒傳
授，留待異日因緣而已。

二十 推廣文化
嘗謂佛教不論顯密，固屬宗教，而其所敷
陳之教理，包涵科學、哲學、玄學等之文化
甚高。民六十八年已於香港成立學會而外，
台北、台中、高雄亦均成立學會，無上密
法，民國而後始能普及民間，故多以問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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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選菩提道次第廣論，及大幻化網導引法
等開示之，但不能遍及台灣各會，更不能遍
及港台。因思以一般密法應有之常識，成為
瑜伽者之共識。

密法初階：季刊出後數年，弟子中有認為
於初機行人方便研習，乃發願選出命名密法
初階兩本，印行贈閱，讀者便之。
金剛乘全集：又以季刊內容，祇是普及，
而不及專精，因擬將多年所藏前代及現代大
德如宗喀巴大士、貢噶上師所示或所譯之珍
本，列為藏書。若銳之及本會同人所譯所編
所寫者為叢書，精選五本為一輯，印製精
美，公諸同好，使此絕學，不致失傳。先於
本刊第五期發表，竟接得某君來信責罵，並
以將聯合密乘先進一致聲討，以為恐嚇。及
朝 師於嘉德滿都，請示全集應否印行，蒙
大嘉許，獎勵備至，並致函各中心介紹，使
能幫助。原英文信及漢譯均見本刊第七期。
全集之印行，為利便弟子深造之資，今已發
行三輯，亦苟完苟美矣。
叢書除入全集外，尚有二十種，內容詳簡
介不贅，且另有在編印中。
藏書另有「梵漢藏文合璧聖妙吉祥真實名
經」梵冊精燙黑金本，為吾 師最喜愛者，
詳見前文不贅。

廿一 會章信條
本會標幟之章：
上為金色之金剛杵下為紅色蓮花。
金剛杵代表西藏大乘，金色表金剛之堅
利。
蓮花代表所自生，如無上密為大乘之母。
紅色表漢俗所表之紅教。
杵表方便，蓮表智慧。
本會信條：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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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學人修持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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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季刊：係應諸弟子之請求於己未歲
(民六十八年)十月初一日開始，印五千份，
索閱即贈。而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之初
一日發行，邇來度過第八年矣。編排，校對
等，惟鍾棣湘主其事，助者不多。文稿雖有
而不多，主編則余主其事。助印款雖有，不
能應其求，香港會總其成；人力，財力如
此困難，而本刊從內容、印刷、頁數均能維
持，願力為之也。合訂本第三輯快付訂矣。

法寶有陀羅尼經被，為吾 師指定遵照那
也東初本尊三昧耶物製成殊勝可想。

一、發菩提心：佛事他事，重於個人私
事。
二、正見正知：勿著名利，嫉邪見如仇
讎。
三、嚴守戒律：謹言慎行，日當三省吾
身。
四、精進修持：研讀經論，由聞而思而
修。

廿二 財團法人
六十年 法駕初蒞香港，頒賜蓮師湯嘉九
幀，以珍貴非常，什襲珍藏而已。
越年復承 頒賜甘朱壹百函，香港會地方
狹小，祇有珍存，無法莊嚴陳列。其後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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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乃於廳中仿如西藏以敷陳。時有某師
兄到坐，詰以何不放在台北學會中？以此為
師賜之法身舍利，應為永久鎮會之寶，五
間學會之所共有。若祇於此會陳列，易致該
會同人，誤認為該會所有，反啟爭端，是烏
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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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方多難，誰是樂邦？香港租借，既已定
期歸還，誰敢謂台灣是長治久安之局，然無
辦法中求辦法，故於七十三年修台中建學
會，特飭將蓮師湯嘉九幀，堅固安奉於佛殿
對面，庶不致於混亂時，可以信手拈來，挾
持即走也。
自維護持 師賜法寶，已盡心焉，然此仍
非善法，蓋全部固定，不如流通公諸同好，
閱讀研求之為佳也。為舊存漢文大藏經，善
本之華嚴經、大般若經、大智度論、瑜伽師
地論等。藏文有 師賜甯瑪巴十萬續全部，
師著作全部四十八冊，宗喀巴大士三師徒
全集，多笠清尊者所贈無垢光尊者著作全
部，此皆顯密經典而已。銳之幼承家教，謬
為人師，中年避難香江，教書以為糊口。一
貧至此，傳家應有一經，惟不斷播遷，儒書
已所存無幾矣。
法寶之傳下，應依據於傳承，我 師
年五十三，已將傳承三表賜下；我年已
七十四，仍需覓付傳人。又憶 法駕第一次
離港時，曾囑隨時準備隨侍嘉德滿都，接受
另三個傳承：第二次離港時，亦以此見詔，
傳承改為六個；朱雨田且以新款錄音機見
贈，使更逞功。每憶前塵，不勝惘悵。
本來傳承為一事，法寶傳持又為一事。若
將來傳承不祇一人，則法寶傳持，將成討
論；故六祖一花五葉，衣缽則止付不傳，當
可借鏡。

我國有「財團法人」之制度，成立者必須
為文化、教育、藝術、學術等團體，不牟利
之組織，可接受他人之捐助，收支絕對公
開，且受政府嚴格監督者，共同管理，以群
策群力，務求其進步，達其成功，不會營
私，更不為己，如確不能，則轉移到同樣組
織有成績者接辦，真法良意美也。
去年底余以準備赴美、及星、馬、澳洲弘
法，無暇兼顧。已飭林崇安、蕭慶秋將本會
申請登記辦理為財團法人，是教育基金部
份。今後將所有 師賜法寶，及余多年積
存漢、藏文之經典，漢文儒學書籍(不多)全
部送出，因我有子女二，現有內外孫子女五
人，雖不至數典忘祖，但已近父書不願多
讀之邊緣，將來仍是送交有名氣之圖書館代
存，不如及早自辦金剛乘學會財團法人之為
善也。
將來法人成立董事會，余充董事長，香港
台灣各會之長充董事，並推舉負責得力，如
辦會計等充董事，並掄選通達圖書館學者充
執行董事，成立漢藏圖書館，每星期開放多
天，館址暫借台中會址，全部接收後，因緣
成熟，再作遷居。
我之子女，分別充董事，將來孫兒長成，
再作處理。古人云：「人遺子，金滿籯，我
遺子，惟一經。」今祇我私人所遺存下漢藏
文善本之經典，也不至太寒吧！這是我之前
瞻，也是學會之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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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 上師與台中金剛乘學會》
◎戒寶

上師慈悲憫眾，為弘揚無上密法和眾生的
利益，因台中居台灣地理位置之中，方便嘉
惠全台弟子受法，特於一九八四年佛誕日(四
月八日)由台北遷居駐錫於台中學會。具德
上師即佛，住於何處等諸佛，佛行事業廣大
無有量，為眾生所依怙，能令凡見聞念觸
者，悉皆摧毀輪迴業， 上師為法為眾生，
銘刻於心，深恩難忘。
上師恭請遍知法王、尊貴和殊勝的 敦珠
寧波車駕臨台中學會，轉動神聖法教之輪、
點燃神聖法教之火、敲打神聖法教之鼓、吹
奏神聖法教之螺、高舉神聖法教之旗、豎
立神聖法教之幢、灑落神聖法教之雨。於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為台中佛堂勝住、加
持、灌頂、傳法開示等等，於期間瑞相不
斷，天人同慶，一切時處具呈現吉祥，佛
行事業廣增，利益無量眾生，其殊勝不言可
知。

上師廣大智慧與佛行事業利益諸有情－
完全不搞世間法以無我利他之心行，遠離
俗務，不接受供養，弘法利生，恆作饒益
者。 上師是一位講學、翻譯、著作、修證
的大成就者、佛法的實證者，展示了一代宗
師的精神風範和人格魅力，是一座智慧的燈

塔，照亮了每個人前進的道路。一生勤奮修
持，修法中所經受的艱難困苦，世間少有。
堅信祇有具足堅韌的意志，為法忍受一切艱
難困厄，刻苦再刻苦，才能速令覺悟圓滿。
為了利益眾生，棄絕一切享受，其大智大悲
大力之心，無時不受到利益眾生強烈願望所
驅，欲罷不能，無論傳法如何艱難，從不貪
圖眾生任何財物，上中下三種根器，都應機
設教，平等攝受，不憚勞苦，一絲不苟，傳
法不絕，以增長眾生善緣，使臻究竟佛位。
每天都為正法住世、世界和平及一切如母有
情的安樂而進行修法加持祈禱，甚至晚上為
亡者，開示、淨障、拋斡。尤其見證密法在
漢地弘傳史上至為關鍵的時期，對漢地弘揚
密法，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法界同讚，舉
世同欽，無怪乎， 法王賜其為「漢地演密
教者（漢地導師）」真是名符其實，實至名
歸，讓弟子深受激勵。唯修證成就始能報師
恩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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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悲智雙運的無上功德勝妙加持力，弟
子對 上師、傳承、密法信心增上的虔敬清
淨悲願力，如是殊勝因緣和合具足，佛行事
業有如如意寶任運圓滿成就。台中金剛乘學
會於一九七六年，在吉祥因緣成熟圓滿具足
下如願成立。再經由諸多善緣不斷增勝增
長，經歷四遷始定於今之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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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住錫於台中期間－
上師，簡樸、謙虛、隨和、幽默、自在，
智慧甚深敏銳，心意柔和慈悲，深受弟子鍾
愛，隨時可以與 上師直接接觸、溝通及請
益，並從 上師那兒得到適當的指導，指點
迷津，持續接引我們完成修道之旅，在 上
師面前會感受到充滿證量的法教傳授。尤其
常於清晨、黃昏經行中，假經行之名行教授
開示之實，將實踐佛法落實到平常實際生活
中，在其身邊就會感覺到， 上師恆常住於
禪定或證悟的廣大智慧中，以無有造作的慈
悲與直指，觸動弟子的心弦。即使祇有簡單
數語，心完全被轉化，開啟一道通往覺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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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甚多經常承侍 上師的師兄，在 上師
勝妙教導、慧日之光的朗照之下，暢飲教證
吉祥甘露，從中體會到證悟的信息，心領神
會，生起能自然悟解一切密義的智慧光明，
並徹底斷疑，常有所了悟，得不共加持。

劉上師與作者台中會長莊金沛師兄

上師最深的訣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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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本覺熾燃力的顯現，成就功德有如日
光明燦，普遍照耀輪迴剎土，事業有如明燈
引導遍空眾生步上證悟的光明大道。上師獲
得諸多不可思議功德，和極其廣博的才智，
一切經續口訣之密義，悉皆了達於心，且有
通達大小乘、金剛乘外內密續一切諸法之無
礙智，凡所聞道都能融會貫通，對教義教理
的闡述，極其精微廣博，整個身體從裡到
外，活脫脫就是一部經書密續。特別是講經
傳法，語法嚴謹完美，意義微妙深奧，凝聚
著真知灼見、智慧的結晶，層層深入，圓融
無礙，無論屬於何機，學什麼法門，都能獲
益無窮，凡所結緣弟子皆茅塞頓開，而能安
住於正道之中。尤其在台中學會普降妙法甘
露未曾間斷地講授著，讓很多志求無上道的
師兄欣喜若狂，不斷相續地從北、中、南、
高來聽受著。 法王也常讚賞 上師：吾多
方觀察，皆感覺寬懷安慰。金剛乘學會非常
純潔，劉上師以一套完整，嚴密正規，次第
相銜的聞思修證體系，引導弟子。 上師攝
受弟子的方便善巧可見一斑。難怪 法王譽
上師為「五百年第一人」。

上師的法教、加持及啟迪至今仍與我們
同在－
在此五濁惡世，能得到具德 上師如此慈
悲攝受，值遇千劫難逢的無上密法，可謂難
得。我們何其有幸，得到 上師無上的關
懷，極大的恩賜，能親近承侍傳承加持毫無
壞失，覺受暖相未減，且具足戒律、清淨發

心、甚深智慧、無上圓滿斷證功德、殊勝清
淨的傳承 上師，在勝妙慈悲的加持力，殊
勝微妙清淨莊嚴的佛堂中，受至高無上甚深
密法，修最稀有共同密淨真如行，成就無上
普賢王如來佛位，我們真是有福報的一群。
願有緣者得遇之，願珍惜之。也願我等追隨
上師的足跡直證九乘之巔—自性大圓滿光
明金剛藏乘。

上師功德方面與佛平等，而恩德方面比
佛超過更大－
深恩難酬，唯憶念 上師。雖然了知 上
師就在我們心中，能遇見 上師，祇有在心
的究竟證悟之中， 上師從未離開我們，未
來也不會離我們而去。但仍以清淨心最誠摯
殷切的祈請，深盼 上師慈悲俯允，願殊勝
菩提陽光，速顯於娑婆世界，師徒早日重
逢，生生世世永不離，恭聆教法，受到護
佑，直至眾生成佛。如是祈請願皆成就，吉
祥如意圓滿增。願以此供養 上師，回向無
上菩提及如母有情。祈願持教師長健康長住
世，教法永住世，眾生共證菩提。

願
善
妙
增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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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見與沉思
蕭慶秋

憶 師父當年來臺，披星戴月，難行能
行，沐雨櫛風，難忍能忍，從無到有，風塵
僕僕，均憑其大無畏精神，耆齡之年，猶學
藏文，成立四會所，闢建閉關中心、菩提
塔、大圓滿廟，還預備設立譯經院、密宗修
院，以圖恢宏教義，匡正人心，挽回世道。
高舉「弘揚甯瑪」之大纛，殆漢地亙古所稀
有。其高瞻遠矚，魄力雄厚，誠非常人所能
及，亦為歷代傳承上師所讚嘆！於茲卅多年
來，滄桑世變，回念前塵，吾輩同壇，當有
所省思與共勉！
邇來提倡「心靈改革」，其實心靈不能
「改革」或「改造」，只有心靈的啟迪，宗
教的洗禮，善念的薰習，方可敦人倫、成孝
敬、經夫婦、移風俗、別淑慝、明勸懲，提
昇精神生活領域，淨化心靈，從而自日常煩
惱痛苦中解脫出來，故宗教之影響人心者既
深且遠。修行人以度眾生為己任（六道眾生
皆為我父母）。在英國文學裡，最美的情感
與哲理不在莎翁、米爾頓、拜倫或雪萊，而
是在John Donne的沉思"Meditation"裡：『沒
有人是孤島，全然獨立，每個人都是陸地的
一部份……任何人的死亡都將使我們削減，
因為我捲身在人類中……因此莫問喪鐘在為
誰敲，它正在為您敲……』。依此而言，情

器世間的消長與吾人息息相關，環環相扣，
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所謂牽一髮以動全
身，認清此中實相，了悟苦集滅道真諦，體
驗無常、苦、無我三者，為同時生起，同時
消失的真理，再向內觀察看到自己身心五蘊
四大組合的肉體，只不過是能源和極微振動
剎那剎那的生滅而已。
吾人觀眾生應如幻師見幻，觀如來三際體
空，二見於是雙消，情量為之俱泯，佛眾生
與我三無差別，平等平等，亦不作平等想，
只因眾生不知念空，於念成事似有差別，若
如實了知念空，則於苦樂境，不生執受。為
什麼呢？以境從「念」生，心空則境何有？
既無有境，縛相自除，能所俱空，就不產生
取著，既不取著，生死自無。如圓覺經云：
『知是空花，既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
死』。職是『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這是說物來
順照，並不將心要應，事之未至，亦不以心
先迎，即物一至，美醜分明，而不留藏美醜
之跡，了無分別之心！如此虛心應世，故能
勝物，而物卒莫能傷之者，虛之至也。以前
師父嘗言：『境來心應，境去心無』，這就
是大圓鏡智之教授；赤裸裸，坦蕩蕩，但要
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周圍繞，那時節『鐵
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觀花朵』，萬花叢
裡過，花瓣不沾身，應物忘懷，可使我們一
生受用不盡，願與同學師兄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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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孤起，必待緣生。本會由 福德法幢
上師所創設， 師父一生令譽，無私無我，
春風化雨，使法雨普霑，濡沐群生。遵照
法王敦珠甯波車指示，將甯瑪教法，完全因
材施教， 法王曾與 師父提及，正法之毀
滅，必從最高法門先消失。故殷囑再三，有
待 師父勇猛弘施，不讓無上密之教法凋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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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學會歷年大事紀》
黃毅英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1、 學會成立經過
金剛乘學會於1953年7月7日於香港成立。
創會導師 劉銳之金剛上師廣東省東莞縣員
山鄉人，因見生母嫡母先後棄養，感無常迅
速，生起學佛之大願，遍事諸上師。 劉師來
港不久，有李世華君，約至其辦公室，為之宣
說般若心經，及後劉師承事吐登利嘛師時，法
會期間，鈴鼓聲喧，每為員警所干擾；乃思成
立會所，免此煩惱，並欲請貢噶活佛來港，得
李世華支持，定名為「金剛乘學會」。彼更撥
出香港堅道祖居之樓下一層為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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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既成立，主理會務者為 劉師、李世
華、高大添、李福衡及謝卓如，以既研求學
術，人才自形不敷，乃極力羅致諸賢，使陣
容充實。

2、 大手印法會
學會成立之旨，本為迎請貢噶上師駕臨，
乃噩耗傳來，驚聞示寂；旋聞其所傳大手印
弟子張澄基博士，由美國返台灣，1956年10
月道過香港，請其暫駐，宣說大手印多會，
為不可多得之法會。並假座東蓮覺苑作通俗
演講多會，聽眾數千人次，盛況空前。翌年
澄基由台返美經港小住，續作演講，為印行
《佛學四講》，乃本會印書之始。

3、 佛經選要
張澄基博士提出有編纂「佛教聖經」之必
要，學會同人響應。發起之初，張澄基親聘
羅時憲為主任編纂， 劉師、邢肅芝（碧松法
師）及江妙吉祥為編纂，謝卓如、張沙鷗、
勞健泉為書記，及選事完成，分函諸山大德
及諸大居士贊助，反應熱烈，至1961年印行
面世，名為《佛經選要》。
敦珠法王法照

4、 選派求法
劉師於1959年得張澄基之
鼓舞，李世華會長之檀施，
選派前往印度之噶林邦，向
甯瑪派法王 敦珠甯波車求
法，蒙賜金剛薩埵灌頂，由瓶灌、密灌、智
灌、名詞灌，四灌圓滿，賜名「舒囊卓之贊
青」。 劉師閉關修習，請示儀軌及導引法，
如是凡五閱月，編成《大幻化網導引法》一
書出版。 法王更賜 劉師無上密乘教傳派金
剛薩埵靜忿大幻化網本續灌頂傳承，靜忿摧
壞巖出近傳承，極近傳承，於漢人中，得此
傳承，以前亦未曾有也。更編造四級灌頂儀
軌，使代攝受弟子，以廣流傳，並廣傳瓶灌
法軌經多種。

5、 傳靜坐法
西藏密宗靜坐法，為毘盧七支坐，本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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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譯古藏史
1963年 劉師奉 法王諭，其將編訂《西藏
古代佛教史》，越二年春完竣， 劉師延請
明珠活佛襄助，1966年譯漢完竣，幾經整理
潤色，至1974年出版。

度來港，甫落機即謂得移喜佛母勸請，決將
巖傳殊勝法要弘揚。於港其間，開示「意與
治療」及「覺悟之道：生與死的禪法」講
座，並舉行普巴金剛、移喜佛母，賢劫千佛
之灌頂、又傳授菩薩戒；此不獨香港弟子得
沐法恩，而台灣各學會之弟子，亦有部份組
團朝聖，一體參加，法喜充滿。
1984年， 法王第三度來港，傳授法要甚
多，計有無死蓮師灌頂及開示儀軌、馬頭金
剛及鄔金藥師灌頂、大圓滿及普巴法之開
示，聖寶源度母、文殊師利菩薩、蓮師財神
及長壽佛等灌頂及儀軌講授。並親赴台灣，
主持台中學會之勝住大典。

9、 法王示寂
7、 大寶法王灌頂
第十六世大寶法王雲中甯巴多傑，以與香
港因緣成熟，特於1980年前來訪問，香港佛
教聯合會籌備歡迎，向本會請求協助。法駕
駐港多日，先後應各佛教團體之請，舉行多
項灌頂。及率諸弟子恭請降臨本會，傳授甚
深殊勝之「密勒日巴」及「噶瑪巴斯」灌
頂。

8、 三迎 敦珠法王
敦珠法王於1972年赴美弘法途中蒞港探望
劉師之餘，傳授高法、頒賜法物。1981年再

敦珠法王於1987年於法國示寂， 劉師諧
黎日光上師等朝謁。1990年，法體恭送至尼
泊爾嘉德滿都奉安。 劉師率眾弟子前往參
加法會。其間示現虹光，殊勝非常。

10、 成立各會
劉師年屆六十時，於世間法退休，赴台專
習藏文，以此因緣，於台灣陸續成立各會，
包括台北學會，1975年十月成立；台中學
會，1976年春成立，1984年春於西屯區寧夏
東一街三十五號自建學會，模仿西藏型式，
以三樓莊嚴佛殿。迎請 敦珠法王於十月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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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祕密灌頂後，始得學習，以為修習報
身之基礎，對外絕不公開。得 劉師請求，
法王恩准普傳。這麼多年來，香港會靜坐班
已歷63屆，台灣則歷54屆，澳門等地亦有舉
辦。受法益者者不計其數。其內容編成《西
藏密宗靜坐法概說》。越數年 劉師將其擴充
已有《西藏密宗靜坐法詳釋》、《西藏密宗
靜坐法廣論》及《戒定慧之抉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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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法王與黎日光上師

法初階》四冊。2011年1月起則印行《大圓滿
廟法訊》。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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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圓滿廟
十日，主持勝住典禮；高雄學會，1978年二
月成立；台南學會，1984年十月成立。又於
1994年五月成立澳門學會。 劉師亦曾於星馬
美加澳洲等地弘法，於此不贅。

11、 推廣文化
除上述《佛學四講》、《佛經選要》、
《大幻化網導引法》、《西藏古代佛教
史》、《西藏密宗靜坐法概說》、《西藏密
宗靜坐法詳釋》、《西藏密宗靜坐法廣論》
及《戒定慧之抉擇》外，學會出版書刊極
多，包括《金剛乘全集》三輯及金剛乘學
會叢書，計有《敦珠甯波車訪問香港》、
《佛教對漢土文化之影響》、《心經密義闡
述》、《佛學十八講》、《金字塔、生法宮
比較研究》、《敦珠甯波車降生傳記》、
《現觀莊嚴論略釋、科判表》、《印度佛教
史之神通》、《西藏古代佛教史提要及西藏
密宗編年》、《密宗源流簡述》、《密宗道
次第略科及各章大要簡述》、《無上密乘修
持三要冊》、《顯密彙集》及《梵漢藏文合
璧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等。 黎日光上師繼
任後，出版不斷，包括《吾心忠告》、《敦
珠法王最後祈禱文》、《四法寶鬘》、《了
生脫死》、《智慧甘露》、《藏傳佛教基本
常識提要》等。此外，自1979年開始，印行
《金剛乘季刊》，後選出其中文章收入《密

劉師於1987年夏籌建甯瑪派漢地之永久道
場，於台南南化鄉覓地，先建成菩提塔，再
建大圓滿廟，均嚴格按照西藏規矩，延聘專
門畫師修繕。密宗山動土後，先建閉關中
心，由 劉師親往閉關百日。於1991年正式
動土建菩提塔，翌年建成勝住。1993年大圓
滿廟動土，於1995年基本建成。由 劉師主
持勝住，其時佛像壁畫繪造仍未圓滿， 劉
師圓寂後，由 黎日光上師率眾竭力完成，
並2001年恭請 敦珠佛母、 突西甯波車、 仙
藩甯波車一同主持大圓滿廟佛像勝住大典。
2005年法身殿及報身殿佛像竣工，恭請 敦
珠佛母及南基活佛一同主持佛像勝住大典。
2012年福德法幢金剛上師紀念館奠基，指望
一年內完成。

13、 傳承不斷
劉師於1997年5月17日藏曆四月初十圓寂，
黎日光上師於同年藏曆9月(1977年11月21日)
得 法王指定陞座，由 敦珠佛母主持，名為
「楚英窩錫」，為學會第二任導師，其間傳
法、灌頂、教授、出版不斷，大圓滿廟亦陸
續得以擴展。2001~2013年更有五度千人灌頂
之紀錄。2010年， 黎上師赴美朝見 敦珠佛
母及仙藩甯波車，蒙仙藩甯波車再傳授「敦
珠新寶藏」主要法要及賜予兩個傳承。弘法
利生事業從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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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新寶藏在台南》
楊東賢

台南金剛乘學會蒙甯瑪派 敦珠法王、
福德法幢上師、 法界光上師悲心加持，從
無到有，逐步建立發展，並能就近幫忙大圓
滿廟。此外更得所有學會之同學鼎力協助，
才能助 師豎立法幢，深植福慧。值此金剛
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之際，歡欣慶賀，更將
團結，為敦珠新寶藏密法之弘布，盡一份努
力，祈願
劉師早日乘願再來！
黎師健康長住世！

記事
一九八三年五月， 劉上師應台南眾弟子
敦請，於台南市協進國小協進館傳授「西藏
密宗靜坐法」，報名八百多人，
以場地限制，只錄取五百多人，
首度開啟台南地區弘法活動。當
年八月廿一日，再為靜坐班等新
進同學傳授四皈依與十善戒，並
為前已念滿四皈依兩萬遍之同學
傳授蓮師初級灌頂及開示修行儀
軌。此時尚未成立台南金剛乘學
會，台南地區同學均匯集於魏鈴
木師兄家中布薩，每週日集會共
修，研究教理與引導初機，漸有
所成。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 劉上師蒞臨台南
共度中秋，同學殷切祈請成立台南金剛乘學
會， 劉上師以弟子所做能符合上師心意，
並觀因緣成熟故，遂成立第五間金剛乘學
會，親自領導同修啤嗎領體、蓮師本尊儀軌
與會供，會後選定魏鈴木師兄為會長，張世
昌、蔡河源師兄為副會長。
是年十月十日 敦珠法王率敦珠佛母、仙
藩甯波車與家族成員，親臨台中學會為新建
佛堂主持勝住法會，法會圓滿後轉赴加持其
他學會。十月十八日親臨台南佛堂， 法王
於一樓聽取弘法報告，由仙藩甯波車登樓加
持佛殿，席間授記：台南地區未來將有一個
大的道場，當時不知 法王之所授記，直至
覓得南化區清淨處，建設了大圓滿廟與閉關
中心，這座 敦珠法王所授記興建的第一百
間寺廟──蓮師桑多巴利宮殿，或許就是

敦珠法王蒞臨台南佛堂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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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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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珠法王心意所加持者。
台南學會首任會長魏鈴木師兄，以世法繁
忙，請辭會長一職， 劉上師遂指定蔡河源
師兄繼之，將台南學會遷租於武聖路一處倉
庫之三樓，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三日(丙寅年
正月元宵)，恭請 劉上師主持台南佛堂勝住
暨傳授賢劫千佛灌頂，隨後公開傳授「西藏
密宗靜坐法」，受法者約七十多人，並於靜
坐班圓滿隔日（三月二日‧週日）主持白衣
觀音與關聖帝君灌頂法會。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 敦珠法王於法國
博都示寂， 敦珠佛母特准 劉上師與 黎
上師頂禮法體與敬獻哈達。博都當地建有四
座關房，每座五十間，關期分有男眾一千
日、二千日、三千日及女眾一千日，每座皆
滿， 劉上師讚嘆不已，擬仿效之。於港台
二地，諭示弟子覓尋適宜地，以闢建關房。
一九八八年六月初，蔡河源會長引領 劉上
師親臨臺南南化山區勘察， 師於途中，下
車私下交代：「此地好，趕快買下，勿令人
知。」蔡會長遂積極籌錢，於六月十五日，
簽立買賣契約。隔年四月，恭請 敦珠佛母
法駕親臨加持。
台南佛堂因樓下倉庫，常儲放化學原料，
氣味難聞，恐害健康，常擬搬遷，隨後覓得
安平區建案，經 劉上師認可，遂結合同學
齊購，將頂樓捐出佛堂使用，佛殿中央供奉
釋迦佛、鄔金藥師及金剛薩埵三尊，兩側彩

繪釋尊八相成道圖，屋頂裝飾雙鹿法輪。於
一九八九年三月廿六日恭請 劉上師主持勝
住暨舉行無死蓮師灌頂。
值此當時，密宗山同步規劃與建設，整地
植樹之餘，闢建閉關中心，於（一九八九
年）七月十日，率先完成護關房及上師關
房， 劉上師於隔日（七月十一日）掩關百
日，加持當地。十月廿日關期圓滿即赴台南
傳授「西藏密宗靜坐法」，並傳授無死蓮師
與蓮師結緣灌頂。
從此台南金剛乘學會開始步入穩健的發
展，並傾全力支持密宗山的各項規劃與建
設，一九八九年底完成閉關中心，進而興建
菩提塔與大圓滿廟。
一九九五年十月， 劉上師第一次示疾，
經學會弟子祈求， 劉上師應允繼續住世。
縱此因緣， 上師色身開始示現不適，雖經
調養，漸有起色，也到各會灌頂開示，更多
次蒞大圓滿廟加持與主持上樑勝住法會。終
因弟子福薄障重，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
（藏曆四月初十蓮師會供日）圓寂。
敦珠佛母親得 敦珠法王密示，指定
黎日光上師為敦珠新寶藏教法傳承人，於
一九九七年釋尊降凡日，主持陞座大典，親
賜蓮冠、法衣。 黎上師接任以來，積極弘
法，傳授靜坐班、灌頂、開示、主持法會，
翻譯敦珠新寶藏經續，持續不斷憶念加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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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我等弟子能得此善根因
緣福報，實為 法王、
劉上師、 黎上師的不捨
加持，有以致之；大圓滿
廟與各學會，方得豎立法
幢與發展。感恩之餘，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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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廟與所有同學，更逐
步完成 劉上師遺志，成
就功德。

以願心溶入 上師諸佛心
意，得與 上師心意成無
二 ，一 切 作 為 均 入 上 師
之無上功德願海，直至菩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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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如幻
─金剛乘學會成立60週年
黎曰光金剛上師在香港會慶之致辭
2013年4月20日
各位尊貴的法師、大德、嘉賓、暨會友們： 大家好！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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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個非常殊勝吉祥的日子，在萬紫千紅、春意融融的四月，我們相聚在
一起，共同慶祝香港金剛乘學會成立60週年！首先，我謹代表金剛乘學會的全體董
事暨會員，向百忙中抽空出席慶賀的各位法師、貴賓和會友們致以誠摯的謝意和美
好的祝福。
60年前，香港金剛乘學會在香港的宇宙會所宣布成立。多年來一直見証著它
在香港佛教事業不同階段的發展。本會由 劉公銳之金剛上師創辦，劉師是藏傳佛
教的先驅， 劉上師因緣際會，往印度求法，得甯瑪巴法王 敦珠甯波車傳承，授權
於漢地弘揚甯瑪派佛法。 劉上師畢生致力弘揚佛法，印經、譯經、傳法、講經、
建廟、建塔……，厥功至偉，先後在香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澳門成立六
個金剛乘學會，更在台南南化鄉興建密宗山大圓滿廟，進一步為金剛乘學會奠下更
堅實的基礎，開展宏圖。可惜 劉師於一九九七年建大圓滿廟期間圓寂。
本人承襲 劉上師慈訓之四原則：發菩提心、正見正知、嚴守戒律、精進修
持。團結香港、台灣、澳門各分會，繼續 劉師弘法事業，弘法利生。四十七年前
我於一九六六年皈依 劉上師，一直追隨承侍左右，一九七二年又得 敦珠法王賜阿
闍黎位，並獲賜法名〝楚英窩錫〞，意譯為「法界光」。劉上師圓寂後， 敦珠佛
母指定本人為「敦珠新寶藏傳承人」，並於一九九七年舉行坐床大典。
本人宗旨秉襲 劉師〝不捐外界資財，不受善信供養〞的慈訓，繼續於香港、
台灣、澳門及內地弘揚甯瑪派法要的同時，設立密乘道場、主持密法講座、傳法灌
頂、出版書籍刊物，饒益漢土眾生。明年為 劉上師百歲冥壽，為報師恩， 劉上師
紀念館去年已於大圓滿廟側闢地興建，業已動工，冀能順利完成。希望各位嘉賓明
年再來出席典禮。
這些年來，幸賴諸佛菩薩加持，各學會同學皆秉承 劉上師慈訓：「重才重修
重法；出錢出力出心」，和睦共處，同心同德，以報歷代傳承上師及十方諸佛之
恩。亦令有志學佛之士有一處好好的地方學習修行，乃至成就。
最後，祝世界和平！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政通人和！社會安定繁榮！祝各
位萬事勝意！如意吉祥！扎西德勒！多謝各位！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43

4月20-21日香港學會60周年會慶暨千佛灌頂與放生法會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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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 ──
時輪幻化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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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上師題詞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上
─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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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百鍊仗劉師
剛毅嚴守戒律儀
乘願而來宏密法
學風遵正見正知
會眾勤精進修持
甲等發菩提心致
子弟出錢心與力
慶典賦詞鑽禧誌
楚英窩錫金剛上師 同賀
率金剛乘學會同仁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六十周年敦珠佛母與仙藩甯波車之賀詞》
敦珠佛母與仙藩甯波車 賀詞譯文稿

摯愛諸學員
欣逢香港敦珠精舍
【香港金剛乘學會】六十週
年會慶，趁此良機，特為祝
賀及授予加持。

現今又得 黎日光上
師及其管理團隊，繼續肩負
此重責。吾等家人及隨從與
各位相聚及得到之殷勤款待
與悉心照顧，至今仍存有美
好之回憶。
吾人為各位能保持對
上師、本尊、空行之清淨三
昧耶而感到欣喜，於此榮耀
之際，吾等與各位之心與意
相通，並祝願各兄弟姊妹喜
樂及豐饒。
願敦珠法王之加持永
續，遍滿無盡虛空，斷除諸
苦。
為利益一切有情
敦珠佛母
仙藩寗波車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上
─師篇

法王授記，在此成立
敦珠新寶藏傳承中心，能饒
益所有如母有情，亦能圓滿
劉上師之心願，誠為美事。
吾等及家人能隨法王造訪，
眾弟子得接受法王之灌頂及
教法，最為殊勝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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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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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賓題詞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賓題詞

甘苦備嘗
共弘密法

				
				

劉印蓮
劉可復 敬賀

香港金剛乘學會六十周年誌慶

毋忘師訓
同心同德

49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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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貴
賓題詞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貴賓題詞
祈禱吉祥如意祝辭 喇嘛施靈倫度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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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任何時均無法忘記最好的上師──福德法幢（劉銳之），從他與尊貴的敦珠智
者移喜多傑法王，宿世因緣會聚謁見、考驗淬鍊、得到傳承，恍如隔世。隨後修行（灌
頂、授靜坐、建立六個學會及建塔、蓋廟、閉關中心等）所有紀事歷史，為我們所週
知，詳明共見。學會之藏文『密咒金剛乘學會』亦由 法王命名恩賜攝持。
金剛乘學會初創開端成立，我們在此修法（建廟、塑佛像、彩繪壁畫、辦法會、放生
祈福、講經說法、超渡亡靈）等等。由此生起對有情之慈悲心，得到極大裨益。尤其在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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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間因緣六十周年之際，最殊勝的時刻，值得特別慶賀。祈今後共同努力，再致以萬份
之吉祥如意。
我們最好的福德法幢上師（劉銳之）圓寂後，他的大恩延伸了很多隨後憶念。他的密意
圓滿修行（指 法王在1972年授記 楚英窩錫上師為敦珠新寶藏傳承人）與現今 敦珠
佛母親自面授、及法王血脈世襲 仙藩甯波車授予 楚英窩錫上師殊勝傳承（黎上師繼任
後，完成大圓滿廟、本尊壇城、轉經輪、上師紀念館等）。祝願 祂們健康常住世，且密
意實修，所有無須懃奮，自然而然，顯現圓滿，任運成就。
如上所述，金剛乘學會須培養育護，讓其興隆不墜，而更要讓其輾轉益增，給予我們師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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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大家團結和諧，同壇承侍護持三寶，守護律儀及對 上師之三昧耶等，各自各自思維修
行供養和順團結。任何堪任之善士，能委之以正法教授，憶持講解教義。
最後願師徒所有同壇純淨修者均能成佛。
『蓮師宗風甯瑪大圓滿
了義心要軌轍敦珠甯
任何深藏教授達邊際
願持解說修行永隆興』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賓題詞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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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甯波車 賀詞譯文稿
慶賀咱們前譯密咒眾生大導師鄔金蓮華生大師補位大寶藏敦珠
無畏金剛智（智者移喜多傑）直傳弟子持教者漢地上師福德法
幢（劉銳之上師）在香港、台灣暨澳門創設金剛乘學會六十週
年大慶，漢地上師福德法幢（劉銳之上師）圓寂後，敦珠佛母
及救怙主仙藩打哇羅布寗波車所指定漢地上師福德法幢（劉銳
之上師）直傳弟子楚英窩錫金剛上師（黎日光上師）榮任金剛
乘學會領導人，擴展會務蒸蒸日上，猶如夏天湖水充沛盈滿，
實所喜聞樂見，恭謹隨喜，虔祝楚英窩錫金剛上師（黎日光上
師）法體康泰、諸金剛兄弟眷屬和睦長住，吉祥如意。
西藏娘兌雹岩修院第十二代阿旺洛卓群佩甯波車（色度甯波車）敬賀 2013年9月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賓題詞
引《水論格言》一則恭賀 金剛乘學會甲子法慶

因乘路遙
舟難陸行
入海速航
三寶弟子 蕭金松 敬賀
(法光佛研所所長)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貴
─賓篇

密咒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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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港、澳、台三地六會同學賀詞
聖凡僧俗甲子恒常護持金剛乘
黃毅英 蓮(花善巧 敬)賀

行住坐臥須臾不離憶念上師恩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弟
─子篇

阿蘭若處報身證

殊勝密巖蓮花光

港澳台灣聚六會

六十載慶金剛乘

宇宙會所豎法幢

昔為蓮師弟子身

不住輪涅離生滅

光威南贍攝六趣

無上聖教常駐地

恆持寶藏新教法

學會一花開六葉

普利漢地有情眾

為宏密法演幻化

賀金剛乘學會六十載慶
憶福德法幢師弘願恩海

祈解顯空持明體

任運自在得成就

楊東賢 敬賀

通達幻化了勝義

				

會創艱辛
弘法利生
精研內典
勇猛精進
六度四攝
必恭必敬
恪遵師訓
離言絕思

蕭慶秋敬題

瞬六十載
群瞻姿采
見聞闕殆
智慧是邁
信 信條則 四原則為賴
勿忽勿怠
法脈永泰
任運自在

			

慶祝金剛乘學會創會六十年紀念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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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弟
─子篇

劉師豎法幢
香港甲子慶
勤修戒定慧
契證大圓滿
教化攝群綸
同霑法甘露
黎師承法脈
續佛慧明燈

李銘國 敬賀

頓超大圓滿
恒轉妙法輪
教法永住世
同證佛智光
		

高雄金剛乘學會弟子許德發 恭撰

甯瑪發揚顯耀恆甲子

一切有情入無上乘門

饒益聖教遍及全世界

請轉三藏無上妙法輪

外內密供養殊勝依止

楚英窩錫上師續弘傳

敦珠新寶藏法統傳承

祈願劉師乘願早再來

身語意三恭敬頂禮拜

五百年來漢地第一聖

譯經法要饒益諸信眾

顯密雙證一代大宗師

開示勝諦陀羅尼心經

弘揚無上甯瑪密咒道

創立蓮花光宮殊勝地

法幢遍竪密乘六學會

漢地演教福德法幢師

金剛乘學會鑽禧誌喜

金剛乘學會六十週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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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華

岑富良

敦珠新寶傳至今

褔德恩澤六十載

六十年來輪轉珍

法幢遍樹益有情

贊青我師敦敦誨
今傳啟教有能人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弟
─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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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

佛日增光雷法雨

(一)

本尊甘露灑頭臨

一花甲秉宗旨如一

尊師念尊勤念咒

二乘顯密教法無謬

大幻化網了無塵

三學聞思修習佛法
四無量心廣大布施

江少程
慈心照大千
悲智滿人間
隨喜如母情
捨入平等性
羅興德

五智慧修持得增長
六波羅蜜願行菩提
七支讚頌供養諸佛
八寶七珍莊嚴壇城
九次第定成就本尊
十方學會法幢遍豎
百日關課弟子常習
千佛灌頂與眾結緣

壇城學人誠修持

萬千世界證大圓滿

化作十方諸聖尊

(二)

利他覺他為己任
六十圓滿赤子心
甘耀權

十方金剛乘學會法幢遍豎 眾弟子滿心修法祈願合十
百日關課瑜珈兄弟勤修習 奉學會原則恒習壇城滿百
千佛名號讚頌與諸佛結緣 修持相應熾燃光芒放萬千
萬萬千千世界願行菩提心 證大圓滿成就逾千千萬萬

(一)
宿生佛根緣金剛乘密法弘揚港澳台
兩世敦珠法新寶藏意巖演教六十年

甘張旭文
法乳流布

(二)

寬廣宏大

宿世佛因緣金剛乘密法弘揚港澳台

沐恩弟子

六十載傳法敦珠新寶藏啟悟眾生心

六度四攝示現漢地
十方讚頌持教導師
會眾霑灌持訣福德
慶祝吾師遍豎法幢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黃耀德

蕭雅文

恭賀金剛成學會成立六十周年

金剛乘學冠一甲

劉漢啟肇盛德被敷祐烝黎

佛法神威傳八方

其鈍銳之無明破黯燿日光
沐恩弟子黃耀德恭賀
(劉公上師創會利益漢地眾生如漢高祖建一代盛世，
教法啟蒙徒眾無明闇昧始明如日光映照)

劉師港台播法種 孜孜矻矻廣傳法 黎師傳承續耕耘
法益佛子一甲子
吾等感念師恩德 勤修戒定慧三學 精勤修學不懈怠

慈威廣博殊勝境
密佛奧妙我讚札
呂美玉
持菩提心學六波羅蜜
任運成就得十大圓滿

弟子和合同心願

漢地演密教者福德法幢師

共助師尊弘甯瑪 法遍娑婆永住世 直至有情皆成佛

學富五車著作譯述超等身
善調煩惱普攝眾生上下根

簡毓彥

導引大幻化網生圓滿次第
五百年來禪淨顯密師第一

水月道場一甲子

如幻似真滄桑歷

清淨法脈楚英窩錫金剛師

港澳臺北中南高

大圓滿廟是總集

風雨困厄力挽狂瀾安忍行

具德根本上師寶

請住頂上蓮花座

慧光普照無明有海沉淪眾

大恩門中攝受我

身口意德祈垂賜

悲憫諄誨愚頑劣子不疲厭

上師能仁釋迦尊

教化顯密種菩提

善巧弘布利樂有情轉法輪

經律論藏皆善演

寧瑪巴宗無上密

難得人身遇善知識得法教

上師光明不動尊

相圓隨好吉祥熾

斷三過諦聽思維奉普賢行

任運圓滿三身佛

金剛薩埵致敬禮

如理承事法身慧命依怙尊

上師觀音大悲尊

楊枝甘露常遍灑

積資淨罪皈依發心護根門

千處祈求千處應

苦海常作度人舟

回向如母有情願共證菩提

上師文殊智慧尊

清涼實相善吉祥

七佛導師根本智

法王子前致敬禮

上師地藏大願尊

地獄未空願未成

眾生度盡亦難了

大願尊前最敬禮

吳素修
以師志為己志
以師心為己心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弟
─子篇

李晉瑩

黃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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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楊瑞英

頂禮敬賀 103年 9月 7 日

黃秋瓊(禾禾)敬題

敦珠法脈相續中，

大日佑眾生

福德法幢頂嚴尊，

圓光菩提道

法界光師漢地尊，

大圓滿淨至

六十甲子後能仁 ;

日月宇宙轉

三時無二頂上尊 ,

師棒悟瓊慧

一一封印相續中 ,

萬年永流傳

大圓滿廟金剛乘 ,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弟
─子篇

甯瑪敦珠勝法林。

蔡影輝

以此為金剛乘學會甲子慶祝壽並銘謝師恩!

金剛乘學會法源純淨

簡毓麟

張美智

寧瑪道場一甲子 一花六葉台澳港

增長菩提福田處

法幢遍豎福德廣 明空普照法界光

傳授密法修行處

法王轉世身常健 劉師乘願駕慈航

證大圓滿虹光處

祈師成就虹身證 蓮花光宮名稱揚

			

弟子遍滿燈相續 傳承永續新寶藏

黃耀賢

大圓滿心心相印 水月塵勞是道場
願由甯瑪諸教法
方慶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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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解脫獲大樂
圓成利他諸事業

六度萬行 演密教 金剛師佛

敦珠法幢恆高舉

十波羅蜜 事廣行 悲智雙運
周遍法界 施大力 樂利群生

日光照大千

年復一年 無疲厭 身教言教

遍地蓮華生

慶幸濁世 得明師 福德法幢

明月映吾心

誌續導迷 大恩師 楚英窩錫

千江皎月現

喜願我心 趣正法 自在無礙

日日儀軌修
時時憶師恩
相續漸漸顯
功德証量定
迴向有情眾
			

千江皎月敬題

鏡花水月六十載專輯─時輪幻化之印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賀詞》
黎師之母親題詞

啓明悟性植菩提
荷擔如來傳正法
顯密二乘續千秋
黎唐印毫 敬題

金剛乘學會成立六十週年慶賀詞 弟
─子篇

雪域法雨灑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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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蓉題詞

六會花絮

大圓滿廟六會花絮

大圓滿廟六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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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花絮

2013年4月5日PM 7:30~9:30 上師於香港理工大學與
衍空法師、潘宗光教授等各以『禪』、『淨』、
『密』演講《生死觀》

大圓滿廟六會花絮
63

六會花絮

2013年6月1～2日：高雄金剛乘學會恭請「敦珠新寶藏」第十二代
傳承上師 楚英窩錫(法界光)金剛上師6月1日蒞臨高雄市湖內區東
方設計學院體育館傳授「藏傳佛教毘盧七支靜坐法」及6月2日主
法「聖寶源度母千人結緣灌頂大法會」，台港澳各地約二千信眾
參與盛會同霑法益，法喜充滿，殊勝圓滿。

大圓滿廟六會花絮
64

六會花絮

2013年8月24日大圓滿廟舉辦大幻化網超度法會暨25日
在台江內海國家公園舉行放生法會

大圓滿廟六會花絮
65

六會花絮

10月5-6日台中學會白衣觀音儀軌、密宗生死觀
開示暨金剛薩埵灌頂法會

大圓滿廟六會花絮
66

六會花絮

大圓滿廟六會花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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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會供養《上師紀念館》芳名錄
香港
龍鳳娟 37,850
澳門

各學會供養芳名錄

佛弟子 18,925
岑錦維 5,000
柯美儀 5,000
岑思軼 5,000
黃敏芝 5,000
程潤田合家
1,800
程淑瑜 1,000
黃芷君合家
500

李儀鳳
施品璜
施林光
張晉誠
陳映竹
劉欣欣
王彥博

500
500
500
400
200
100
100

許劍雄
彭令聞
陳秋梅
柯銘澤
王雪如

300,000
50,000
2,000
1,000
1,000

高雄

台南
台中
李銘恭 300,000
蘇新來 100,000
方太輝 100,000
葉李梅英
40,000
劉冠宏 30,000
陳秋美 30,000
李坤波 20,000
蔡孟鳳 20,000
楊天智 10,000
洪明德 10,000
周德麟 8,000
蔡棟樑 2,000
岑思軼合家
2,000
岑錦維合家
2,000
蔡河源 2,000
郭陳來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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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蕭慶秋 100,000
蕭稚穎 100,000
呂美玉 50,100
陳雅惠 20,000
沈明川 10,200
孫黛娣 10,000
朱靈慧 10,000
王敬昕 2,100
程偉展 1,000
郭建章 1,000
吳素修 1,000
謝育芙 1,000
蔡劉明珠
1,000
郭桂蓉 1,000
張美智 500
劉德欽 500
謝順良 500

簡毓麟 290,000
李晉瑩 200,000
簡毓彥 30,000
王雅芳 30,000
趙麗美 12,000
周玲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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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萬壽 10,000
蔡東雄 6,600
宋霖昌 5,000
宋祐緯 5,000
陳美玲 5,000
宋霖政 5,000
宋岷嶧 5,000
徐瑜彣 5,000
曾和苗 3,000
陳祈炘 3,000
張千德 2,000
黃明珠 500
李志智 100
陳涵瞳 100
陳奕瑄 100
羅麗玲 100
林郁婷 100

 各學會助印芳名錄
香港
11,415
3,805
1,143
953
952
762
572
571

台南
佛弟子 3,300
潘雪英 3,000
劉立郡 2,400
王慈芳 2,200
楊劉阿桂
張素菁 1,000
古詠升 700
李坤波 300
蔡孟鳳 300
郭萍
200
郭陳來富

1,000

100

高雄
張黎玲
王麗宸
黃正雄
何素真
蕭任淳
張慧芬

1,000
700
100
100
100
100
2,100

許德發
許劍雄
許淑華
許鈞堯
許富堯
許博婷

1000
1000
500
200
200
200

小計

台北 (登錄日期：102年4月-9月止)
陳金土
吳榮修
林雪芬
張美智
吳素修
徐雨字
徐榮洲

2,000
1,000
1,000
800
6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陳奕瑄
李進豐
吳元宬
黃明珠
簡毓麟
簡毓彥
林郁婷

1,000
100
100
100
100
500
100

台中

李秀縵
李志智
張千德
尤碧玉
白豐
白傳聖
羅麗玲
蔡東雄
林月女
蔡尚言
簡汝榛
簡祐昇
黃金鳳
簡國修
簡孝名
簡均倪
陳淑娟
莊樂禪
莊蘇怨
莊金沛
張麗美
陳祈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各學會供養芳名錄

陳美瑤
麥翠嬋
黃栩妍
黃子雲
朱淑鳳
江少程
楊詩華
楊碧華

林秀英
徐寶豐
徐旻菱
葉佩珍
游杰穎
張基源
尹聖麟
白昕宜
朱震
朱靈慧
柯智鐘
劉欣欣
紀麗紅
孫黛娣
張志華
白昕宜
張晉誠
張致遠
張睿恒
張善翔
李宗誠
李玫憶
李蘋芸
呂佳穎
高 錦
王敬昕
楊瑞英
沈乃鼎
程偉展
陳映竹
施大地
黃耀賢
林瑛妮
黃之宸
黃士瀚
黃之雋
黃彥博
黃隆芳
陳妍霖
詹榮勝
黃秋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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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會供養 上師紀念館名單(港幣)
捐款人/名稱

各學會供養芳名錄
70

金額(港幣$)

余銀好合家 何秋愉 何幸琪
1,000,000
方燕翔 120,000
陳美瑤 100,000
任衞芬 80,000
李素雲 郭媛玲 50,000
楊 釗 30,000
楊區嫻懿
22,000
秦鴻(鴻健中醫有限公司) 20,000
陳寶芳 13,337
冼德華 12,000
羅興德 10,000
麥翠嬋 10,000
無名氏 10,000
金康中醫診所 劉詠詩合家 譚坤照
10,000
蔡佑駿 10,000
何麗芳 10,000
黃榮勝 10,000
嚴仲齊 10,000
鄭燦明合家
10,000
張亦鴻 5,500
譚仕超 洪麗芬 5,000
陳燕芬 5,000
黃毅英 3,000
黃志勇 3,000
區鑑才 3,000
江兆揚 江楓 江家昌 歐雪兒 江家祥 張綺玲 鄧美蓮 2,500
鐘蕙燃 何秋愉 2,000
何秋泳 何幸琪 2,000
梁強平 2,000
江少程 趙俊偉 江宸毅 江子沅
2,000
譚維遠 2,000
余潔銘 2,000
梁英揚 2,000
車坤
2,000
黃小雲 2,000
黃子雲 朱淑鳳 2,000
李群
1,000
李群合家
1,000
周洪威 周思明 1,000
劉美蓮 周煥綸 1,000
姚四妹 1,000
余銀好合家
1,000
朱艷針 1,000
林盛祥 1,000
葉瑞嬌 1,000
黃展鵬 任衛芬 1,000
謝國強 1,000
劉鳳鳴 1,000
劉新和 袁群娣 劉國欣 袁燕芳
1,000
馮定國 1,000
朱淑蓮 楊碧華 1,000
梁強平 1,000
鄺倩娛 1,000

捐款人/名稱

金額(港幣$)

張 清 1,000
陳以暢 陳鉅源 600
黃星懼 500
黃栩妍 500
李兆基 李淑慧 500
梁國強合家
500
馮麗芳 500
冼曉光 500
曾玉祥 500
無名氏 500
陳根旺合家
500
李春秀 500
葉元
500
楊雲華 500
羅伯陽 500
陳耀林 500
鐘蕙燃 何樂寧 500
馬慧燊，陳秀英 500
黃炳強合家
500
梁淑雯 500
吳劍雄 500
董露娜 500
陳秀英 馬慧燊 500
李群
500
李漢權 500
歐陽良 500
李小紅 500
陳耀林 500
鄺金英 500
雷瑞芳 500
陳麗明 陳寶明 400
楊碧華 楊詩華 400
楊碧華 300
楊 建 300
曾玉祥 300
袁錦鋒 300
張榮耀 馬彩珍 姚英發 張建林
陳以暢 陳鉅源 200
梁皓程 柯善瑤 200
陳炳耀 200
程焰霞 200
雷瑞芳 200
胡兆康 胡兆生 200
容秀瓊 200
趙麗合家
150
許健芳 100
曾昭燁 100
十方善信
100
許健芳 100
周昕潼 李惠文周良權 楊鏡濤
張寶玲 100
駱儉成 100
張寶貞 100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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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斡、上師相應法、無死蓮師、準提菩薩、放生、馬頭金剛
上師相應法、蓮師、千佛名號
上師相應法、金剛薩埵、普巴金剛、文殊菩薩
上師相應法、蓮師財神、咕嚕咕叻、聖寶源度母
超度法
布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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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圓滿廟暨六會行事曆

農曆第一週日
藏曆初十
藏曆十五
藏曆廿五
農曆第三週六
藏曆廿九或三十
每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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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十五
藏曆廿五
農曆廿九

蓮師會供、拋斡
白月布薩法會─金剛薩埵、鄔金藥師
空行會供─移喜磋嘉佛母、綠度母、咕嚕咕叻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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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曆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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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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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寶源度母、伏金翅鳥智慧空行母
每月第三週五 上師相應法、空行心要、拋斡法會
農曆月底週五 布薩法會─上師相應法、布薩、金剛薩埵除障法、研經
每月中下旬週六(或週日) 上師相應法、火供山法、除障法、無死蓮師、靜坐班
每週四
研經班(寶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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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會後舉行「靜坐」坐姿檢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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