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武百尊》之教授是藏傳佛教始祖蓮花
生大士，從普賢王如來所說之「根本密續」
中，摘要攝集後，埋藏於岩洞裏，以備後
世有證量之「岩取者」們，把「岩藏法要」
取出，以便利益末法時代之眾生。「大幻化
網」本續灌頂傳承（藏名《那也東初》，意
思是「根本摧滅金剛地獄」。詳情請參閱「
蓮花海」第5期「蓮師八變」一文），乃藏傳
佛教寧瑪派(俗稱「紅教」)之無上不共傳承(
即是非常特別，與其它「傳承」絕不相同的
意思)。《文武百尊》法要，是「大幻化網」
傳承系統之重要及殊勝教授。修持「大幻
化網」傳承系統，能得「三身」成就（指「
法、報、化」三身）。若只聽聞「寂靜、忿
怒本尊」之名，亦可超脫「三惡道」。犯戒

破誓者，若誠心懺悔而修持此法，亦可還淨。

2.	 此法現今只有極少數人真正擁有此一傳承系
統。一般傳法者只是曾經修習此法，而並非
真正擁有傳承。此法要由藏傳佛教始祖蓮花
生大士藏於岩洞，由大岩取者加馬寧巴從岩
洞中取出，傳與其傳承人，直至岩傳派第十
四代雅汪趣啤祖師，再由本續中加以濃縮而
成，如是一直傳至大岩取者敦珠法王(二世)。
由敦珠法王(二世)傳與其漢地傳承弟子福德法
幢劉銳之金剛上師，再傳與其法統之繼承人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是此「大幻化網」本續灌
頂岩傳派傳承之第廿三代傳人)，即敦珠佛學
會之創辦人及根本上師。

3.	 在談及本傳承系統之彌足珍貴及殊勝處時，
可引用兩位祖師		敦珠法王及		福德法幢劉銳
之金剛上師之文字般若來加以佐證：

彌足珍貴及極其罕有的

大幻化網
傳承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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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上師與移喜泰賢（1986）

敦珠法王與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攝於香港（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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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祖敦珠法王因應殊勝因緣，當傳授此
一傳承給其漢地傳承弟子福德法幢劉銳
之金剛上師時，特別在劉上師所編譯之
《大幻化網導引法》序中宣道：「遂將
遠近教傳岩傳雙具之靜忿摧壞金剛地獄
壇城，四灌成熟、與能解脫之導引法，
全部攝集開示之。其中本尊生起，依遠
傳教傳派，其中圓滿次第，依近傳岩傳
派《靜忿密意自然解脫道次》意義。…
在此以前，關於靜忿方面教授，零星散
見於各部。如此生圓攝集著作，成為一
部，未之有也。由此之故，應加愛惜，
作希有想。希望將此殊勝法要，廣大弘
揚。當斯濁世，普賢王如來心要教典，
應發揚於世間，蓮師有此授記也。」由
此可見此一傳承之殊勝及希有難得之
處！

(2)	 福德法幢劉銳之金剛上師於其《大幻化
網導引法》之編譯後記中曾述：「師(即
敦珠法王)於靜忿本尊，大幻化網本續，

研習多年，傳授極廣；而於註疏行世，
累牘連篇，實藏土中《大幻化網續》之
專門名家也。」所以師祖敦珠法王在這
個傳承系統裏，以至在這一方的教法及
訓練，都可以說是頂級的。

4.	 當福德法幢劉銳之金剛上師於1986年，首
次將傳承法統付托給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時，
曾再三叮囑謂：「《大幻化網》傳承系統非
常殊勝，乃極罕有及極之難得的珍貴傳承系
統。現在因師祖敦珠法王已經年紀老邁，不
再傳出。故此，這個殊勝的、清淨的、及直
接的傳承，就由你現在開始繼承下去。你要
好好的珍惜它、愛護它，保持一個清淨純一
的傳承及壇城，並且要將它發揚光大，以利
益一切如母有情！有厚望焉！」由此可知，
此傳承系統確實是曠世難得一遇之無上甚深
大法也！

5.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於2005年，從《龍欽心
髓》傳承系統之大成就者，依怙主		松吉澤仁
仁波切(現今為第26世，其第21世，為大岩取
者加馬寧巴)處，再次領受加馬寧巴之「中
陰文武百尊」之整套教法，因而同時集了
《大幻化網》傳承、《龍欽心髓》傳承，及
「敦珠新寶藏」三大傳承系統之教傳、岩傳
「中陰文武百尊」殊勝法要於一身。

6.	 敦珠佛學會為了利益及幫助因死亡而陷入絕
境及轉捩點的眾生，特別跟據此殊勝傳承之
教法，虔製可以幫助他們得到保護及利益的
「中陰文武百尊」	陀羅尼經被。

敦珠法王與劉上師（1984）松吉澤仁甯波車

蓮花生大士 大岩取者加馬寧巴

依怙主夏札(戚操)生

紀多傑寗波車為移
喜泰賢金剛上師加

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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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陰」指人死後，在尚
未投生前的一段過渡時期。
此段過渡時期，七七、四十
九日之前半段時間，以人
間時間計算。後半段以將會
投生之「道」（指地方）之
時間計算。所以這段過渡時
期，可以長達數千年，或者
更長。由於「中陰」階段充
滿「不穩定、變幻莫測、凶
險多」，而且會隨時因為驚
恐而引致投生「三惡道」（
指地獄、餓鬼、畜牲），是
一段脆弱的時期，極需要幫
助及功德等助力支持，方可
脫險。而最直接而具力的方
法，是向在「中陰」時期必
定出現之「一百尊佛」，（
藏傳佛教稱之為「中陰文武
百尊」）作出禮讚與供燈。

2.	 「文武百尊」：在七七、四十
九天的「中陰」階段中，亡者
會見到各別不同的「本尊、壇
城」逐漸出現，散發出各種
不同耀目的光芒及如雷響的怒
吼。種種巨大聲響、強烈光明
的猛烈干擾，被稱為「自心覺
性現起中陰」。即是說，死後
「中陰」階段中的靜忿百尊之
出現，其實出自於我們自心的
覺性，是「心識」自然反射的
一種物理現象。但如果不了解
的話，這些聲光會使我們產生
極度的恐懼。未經有關訓練的

敦珠佛學會

向「中陰文武百尊」供燈、

    修持「中陰文武百尊」禮讚、

       「甚深勝義精華」及

            「靜忿生起明顯修法」的殊勝處：
人，會被諸忿怒尊嚇昏過去，
因而生起種種恐怖障礙。但若
果亡者生前曾經受過有關的訓
練，在「中陰」階段能辨認得
出，便能得到解脫，脫離輪
迴。「文武百尊」的本質，是
一切法界的真實顯現，即是一
種自然現象，是六道有情本來
具備之佛性。修持有關的訓
練時，本尊「金剛薩埵」之
「心輪」，顯現42位寂靜(文)
本尊，其「頂輪」顯現58位忿
怒(武)本尊，合共一百位主要
「本尊」，因而被稱為《文武
百尊》。而「喉輪、臍輪」及
其他輪位，則尚未列入。只就
「密輪」而言，亦多至八十餘
尊。若廣說者則「五輪」本尊
多達三百餘尊，其排列好像一
張大網，所以被稱為「大幻化
網」。

3.	 修持「大幻化網」之「中陰文
武百尊」殊勝法要，利益甚深
且廣。本尊報身佛金剛薩埵曾
有開示：「若有見者、聞者、
身觸者，不僅是對於過去亡者
令其解脫，並接引至普賢王如
來的法身剎土，還能利益現世
者，未來也能達到普賢王如來
的法身境界」，其殊勝可想。

4.	 修持《中陰文武百尊》法要，
或者向《中陰文武百尊壇城》
禮讚、供養、供燈、誦其名
號，有如下之殊勝功德： 中陰文武百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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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法是唯一能夠直入「金剛地獄」之修
法，亦是唯一以「中陰」將會出現之
各種境界作為主修之修法，所以無論在
除障、加持、超度、廻向上，其效用均
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跟據「密續」記
載：『蓮師之佛母移喜措嘉，因為未能
符合國家律法，被魔臣星達乘機藉故責
難。以此因由，魔臣後來墮生地獄。為
救魔臣，移喜措嘉佛母降臨地府，卻
無法開啟烈焰鐵門。她詢問鬼卒，鬼卒
回答：“除了修持《文武百尊》儀軌之
外，並無其他辦法可以離開此獄。”
移喜措嘉佛母因此修持儀軌一次，救
魔臣脫離地府。所以即使是「五無間
罪」，律儀誓言衰損毀誓等眾生，若能
精進於此儀軌，以精誠懺悔，永不再
犯，定能令罪墮清淨。』蓮師親口開
示：「必須具備殊勝善緣，方能得遇此
法」。此法為度脫罪大惡極者之深法。	

(2)	 超度「中陰身」的眾生：由於亡者的
「心識」隨「業力」四處飄盪，一般
人或一般之修法，只能令其「心識」
暫時穩定，難以穩固地為其完成整個修
法，直至往生剎土或投生「三善道」。
此法之殊勝處，在於修持此法之行者，
以其傳承之祖師及《文武百尊》之匯聚
加持下，修持特別觀想，勾召亡者處於
「中陰」階段的「心識」，為他們開示
佛法及指引，使他們因了悟佛法而令心
結解開，進而誠心懺悔以往罪障（這是
「自力--主因」)；並配合行者以大菩提
心修持本法，並將所作功德迴向亡者（
這是「他力--助緣」)。亡者因為得到行
者以觀想之「心力」護送，可以在穩定
的情况下得度而往生剎土，或者投生「
三善道」。這種可以「超過」一切障
礙，將亡者直接「度往」善地的方法，
被稱為「超度法」。「超度法」以那
一種為最有效呢？當然是要具備有合
資格及有傳承的修法者、「特殊觀
想」、具加持的「心力」、及與「
中陰」階段有直接關係的《文武百
尊壇城》配合，方可稱為圓滿。這個亦
是「大幻化網」之「中陰文武百尊超度
法」被藏傳佛教公認為最殊勝、最有效
的主要原因。

(3)	 廻向功德給已經投生於六道輪迴之中的
眾生：可以幫助他們在所生的各道之
中，得到福報利益，減少痛苦，種下能
接觸佛法因緣的種子。

(4)	 令在世的人增加福慧資糧：此法可以為

在世的父母及六道親屬等增加智慧、
積聚福德資糧，清淨無始以來因「無
明」(即是「無知」)所造成的種種業
障。使他們去除病魔、增福延壽；亦
可以減少因眾生業力所導致，在世界
所產生的種種災害：地震、水災、旱
災、風災、火災、兵災、瘟疫等危害。

(5)	 厲鬼的超度：通過修持忿怒本尊、施
以火供等法，可使厲鬼無始以來之深
重業障、身體、名字盡皆燒掉，讓其
「心識」往生佛剎或投生善道。

(6)	 特殊「傳承」系統的加持：藏傳佛教
極之著重「法的源流」。由那一個傳
下來的？傳下來的法要，中間有沒有
被犯戒之傳法者所污染或歪曲呢？傳
法者或修法者是否真正擁有授權呢？
在藏傳佛教裏，由一個沒有擁有真正
清淨授權的人修持法要，由於缺乏祖
師的加持力，甚至遭受護法的斥責，
所修的法要都會失效。這種情况，就
等於現時世間的一張假證書，得不到
世人的承認與支持，甚至會被政府
檢控一樣。「傳承」的意思，代
表了「法的源流」、「被授權的名
單」與及「被授權者的資格」。
所以由具有「大幻化網」如此特殊
「傳承」的授權人修持《中陰文武
百尊》法要，由於得到「傳承內的祖
師、本尊、空行、護法」之加持力，
對亡者的幫助，將會很大，而且得到
應有的保障與保證。

阿彌陀佛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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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法寂忿密意自解脫灌頂——聞解脫法釋
文》中云：「凡見壇城者，在七世之內必能解
脫證果。」

(2)	 金剛手菩薩說：「凡見壇城者，即能懺除十一
種根本墮罪和二十五種支分墮罪，恢復一切根
本誓言及支分誓言，獲得一切如來身語意功德
事業之不可思議功德，任運獲證文字大會輪地
（金剛持位）」。

(3)	 《寂忿秘酬文》中云：「雖未親見真實壇城，
然而僅聽聞一次寂忿本尊壇城的名號，即能避
免墮入地獄。」	

(4)	 就有關進入壇城所獲功德，在《事業次第》中
說：「如理如法進入“幻化網”，則入十方四
時佛壇城。」即是說，進入“大幻化網壇城”

「中陰文武百尊」立體壇城

之功德，就等於獲得進入無量無邊的壇城功
德。而進入壇城的意義，在於自性與「本尊」
相應。

(5)	 《智慧雄壯電輪經續》與《約嘎根本續——瑪
哈旦紮》兩部續典中，均詳細宣說了虔誠供
養“大幻化網壇城”的巨大功德。例如：「昔
日，金剛薩埵報身佛在密嚴剎土中，對普賢
王如來及其如海般眷屬之壇城，作無比殊勝
的禪定供養，從而獲證佛位；在天界中有許多
天人，因向“大幻化網寂忿本尊壇城”作了十
分豐盛的會供，由此有幾十萬天眾後來皆得成
佛；還有龍宮裏的安止龍王及大海龍女等，也
因向“寂忿本尊壇城”殷勤獻供各種賞心悅目
之珍貴供品，使諸多龍眾均得即身徹證無上菩
提；而在人間亦曾有具緣之明君、婆羅門及施
主，彼等齊心協力共同修築了“大幻化網寂忿
本尊壇城”
，並恭敬供
養了眾多美
妙悅意的莊
嚴供具，後
感得親見聖
尊本面而獲
最殊勝之成
就。」	

(6)	 如果能以清
淨之意樂，
對“大幻化
網壇城”恭
敬頂禮，即
可 消 除 多
種罪障，乃
至破根本誓言之重罪亦當淨除無餘。根據確鑿
的金剛語：「任何修行人，若能向壇城誠心禮
拜，則不論是破壞“小乘”的“別解脫戒”，
或者毀犯“大乘”之“菩薩戒”，甚至失毀“
密乘”的“三昧耶戒”，都能恢復清淨。」這
當然是對那些真正誠心懺悔、永不再犯的修行
人而言。

(7)	 《拔脫地獄續》、《八大發心根本續》、《密
集續》、《無垢懺悔續》和《寂忿秘密酬補
續》等續典，以及諸多伏藏品中都異口同聲地
說：「何者頂禮幻化網，寂忿壇城之本尊，清
淨失毀誓言罪，亦能消除無間業。拔脫沉淪地
獄苦，稱遍持明佛剎土。」

超度網
為甚麼「中陰文武百尊壇城」被視為極之殊勝呢？
不妨從藏傳佛教之經典「密續」中了解一下。

世間圖

輪迴圖 金剛薩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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