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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藏傳佛教」四勝日之四，舉行盛大放生，功德增加一千萬倍

海上放生及普傳放生儀軌
本會導師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博士），因應殊勝之緣起，為利
益放生者及被放之眾生，特別普傳「無上密乘放生儀軌」，並加傳
依怙主 夏札法王(戚操甯波車)每年大型放生時，必定誦唸且傳自遠古
之「放生祈禱文」。
「放生」所積聚之善業功德難以估量，可以直接更改自身及
家人之「善、惡」二業組合，迅速改變命運、祈福添壽、消災避劫、
去除事業及生命旅途上之種種障礙、更可以向此等功德予已去世之
亡者，助其超脫「三惡道」或往生「三善道」。
放生日期： 2006年11月12日（星期日，藏傳佛教四勝日之四）
放生時間： 下午十二時半 — 五時 下午一時開船，請勿遲到。
放生捐款： 並無規定，隨緣布施。
集合地點： 香港北角東渡輪客運碼頭 --- 「洋紫荊」號，集合上船。
船費、觀光及午饍(精美自助素食餐)費 ： 每位＄200 (大小同價)

報名方法： 請填寫下列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寄回本會
會址，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4/F，或者直接存款入香港匯豐銀行「敦珠佛學
會國際有限公司」戶口：004-579-2-006529，敬請將存款收條及表格傳真至本會號
碼：31571144，或者寄回本會。收據將會寄回 閣下之府上。本會為政府認可之「慈善
團體」， 收據可作免稅憑證。
本會從來未有委託任何人士或團體代表本會收取任何捐款 , 敬請各位善信直接聯絡本會、或者直接郵
寄表格至本會會址。
聯絡人姓名:

電話：

手提：

地址：
共______人參加海上放生，船費_________________元，捐款放生___________________元，全部連船費與放
生捐款共___________________元
向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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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完畢向時，本會導師移喜泰賢金剛上師（博士），會誦讀向功德名單，凡贊助放生款
項$500（每位向功德之姓名計），均會誦讀其姓名向功德。請填寫需要向功德之姓名
（可以向功德予在世者或亡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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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喜泰賢
啤嗎哈尊敬撰

沐恩弟子

南無咕嚕啤！ (皈敬上師)
於 依怙主如意寶之蓮足前頂禮！
豹登渣威喇嘛千諾！
具德根本上師請眷顧我們，並以身語意
加持我們 !

引言
噯瑪厚！
奇異哉！真稀有難得啊！
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
傑 (夏札意即「斷行者」，生紀
多傑意即「佛金剛」。「佛」
指「覺悟之智慧」，「金剛」
指「無堅不摧」之意) 法王，為
現今「藏傳佛教」之頂級「法
王」，乃“教、證”俱備、並具
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 足「大智、大悲、大力」三大圓
滿功德之偉大“上師”(“上師”
王攝於二十五歲
於「密宗」而言，指“教導”
弟子學習佛法道理（教）及修習實踐法門（證）的導
師)，屬於「“上師”中之“上師”」，被公認為當今
最具證量之大修行人及大成就者。依怙主 夏札(戚操)

夏札(戚操)法王近照(2006)，由其女兒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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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現年九十三
歲 (2006年)，其德
行、操守、學問、
證量與輩份之高，
無出其右，為碩果
僅存之「寧瑪派」
(紅教) 長老。
以往無數弟
子向其請求著述
「傳記」，均被拒
絕。由於其一生事
蹟，標誌着「何謂
真正的修行」、
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王年青時 「修行與日常生活
攝
之互融」與「法
與心之契合」，以真實跨越「名聞利養」之驚人
行徑，演譯了難能之謙虛品格、深廣之慈悲利生
大行、剛強而猛烈之不屈大志、飄逸而瀟洒之隱
士作風、扼要而精確之獨特見解、無與倫比之超
卓智慧、不撓之堅毅苦行、與及無盡悲智以匡扶
正法。此等事蹟將可利益、教誨、引導、與及警
醒無數眾生之困惑心靈，令眾生認清何謂「真實
不虛之解脫道路」。在苦苦哀求之下，獲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授權我倆，無須直譯藏
文傳記，可以直接闡述其一生事蹟，以樹立「正
法」之修行宗風。

牛」年之「蓮師降
誕日」(初十)，降
生於西藏莎摩崗之
四大山谷之一，
名曰也阿芝容山
谷，屬於「秘密聖
境」。降誕日與蓮
師化現為獅子吼聲
之日子相同。
其父為木波唐
家族之啤嗎東竹，
其母為華雍家族之
蘇南初，均對佛
法、成就者及「本 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王年青時
尊」(於「密宗」而 攝
言，對諸佛菩薩的
尊稱。在修習平日功課的「法本」之中，每一個
「法本」主修一位「本尊」，稱為「本法之尊」)
等均懷熾熱之尊敬與清淨意念。一位印度大成就
者之轉世尼瑪贊青 (又稱為阿芝碧高活佛) 於依怙
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降誕翌日，親臨其家
中敘述於「清淨相狀中」 (定中) 預見「法王」降
誕之吉祥徵兆，並賜予冠冕之名 初嘉多傑 (意為
「金剛忿怒之王」)。

各種授記 ( 預言 )

隱士苦行堅毅勇
剛烈宗風掃歪狂
智慧烈焰燃魔障
不朽事蹟導迷航

依怙主 夏札
(戚操)生紀多傑法
王之弘法宗風，
是平穩、踏實與
嚴謹，對於有關
「授記」(即「預
言」)，不願多
談。原因是現今正
處末法之時，缺淨
信者若出言毀謗，
將引下墮之果；亦 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王
不願貪婪之毀法
者，東施效顰，自抬身價，埋下滅「法」之因。
然而有關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
之授記，均出自大成就者之親筆或金言，亦有源
自真實「密續」(「藏傳佛教」之「經典」)之不
虛鐵證，與坊間「假上師」之自吹自擂，缺根無
據者之偽言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為播下可
致解脫之信心種子，「滿」心懷善念正信眾生之
「願」，特引書其中數個被藏傳佛教修行者所公
認之授記，祈願「具信者」得沾甘露法益。

降生事蹟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於西元一九壹三
年，藏曆第十五個耀宗之第四十六年，即「陰水

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王修
法時攝

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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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巖取者智者移喜多傑(即依怙主 敦珠法王
第二世) 對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以
尊崇之「別名」，作如下之記述：
「特別，您作為嘉朱莎 (巴支汪卓) 之幻舞
(化身)，將擊敗於“末法時期”出現之瘋狂
“邪見”之猛攻，您將會更增加“教法”之統
治權，而圓滿我們的意願。於任運圓滿自利
利他之耀目及具德的徵兆中，您將會以這個
〝綜合的形相〞逗留一百年，而你之“甚深
及秘密”教法之聲音將響遍“三界”(即「慾
界、色界、無色界」。慾界：有各種慾念的物
質世界，例如“人類”；色界：無各種強烈
慾念的物質世界；無色界：無物質之精神世
界)。」… 又

夏札法王於尼泊
爾羊尼雪之閉關
中心入口石碑

「你是蓮花生之“傳承人”，是引領眾生
之“上師”(指“蓮師”) 的“攝政者”、殊勝
的上師及〝法系〞之主 [即“法王”]、遁世之
虛空瑜伽士、壇城的保護者，初嘉多傑 [意為
「具力金剛忿怒之王」，乃依怙主 夏札(戚操)
生紀多傑法王之“冠冕之名”]，我向你作祈
禱！」

夏札法王於尼泊爾羊尼雪之閉關中
心入口

大巖取者都都多傑之《全部結集聖教覺
悟意願之宣言》內，有如此之「授記」：
「大學者卑瑪那密渣之偉大化身，將出
現於噶妥寺，他的名字叫佛陀 (指「佛金
剛」)。」另一「授記」亦云：「他現在的名
字叫嘉維羅爵 (意為「佛之勝利智慧」)，遲些
將出現於噶妥之南，為一智慧之士名為佛陀：
要把這一教授傳授給他！」

敦珠法王又在另一伏藏經典中之記述：
「無死依怙主 蓮花骨鬘力 (即蓮師)， 請
眷顧！請您觀看著！您的弟子嘉朱巴(巴支汪
卓)，以最清淨之菩提心，為創立高尚及卓越
“修行的法流”，將建立一所閉關中心，於您
神聖的“修習之處”。請您加持他將任何的逆
緣加以平息，並圓滿他每一願望之達成！」

容路千美多傑於《未來之預言》中記
述：
「蓮花生大士的「意」之祟高化身，孩童
時被卑瑪那密渣所加持，生於牛年，其名為金
剛，將會弘播〝修習傳承〞之法要。」

羊尼雪閉關中心下方之聖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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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之“金剛持”大師，樂桑端於多傑於
其《名為月亮之布穀鳥的故事》中授記：「於
西藏，有一位名佛金剛之聖者，由於其聖潔
無瑕上師的慈愛，將會享用其甚深大海之甘
露，並將成為任何與他有連繫者皆能領受“義
利”的一位。」在同一典籍中，又再授記：
「與生紀多傑 (即佛金剛)的連繫乃非常之有意
義，這位作為修習“密咒(道)”“瑜伽士”之
主，會賜予具福緣者在甚深修行道路上之“教
授”(即「紅教」最高之「大圓滿」教授)。」
羊尼雪閉關中心廟內佛壇

也嚨上師．羌速多傑記述：「持明瑜伽
士生紀多傑，您已擁有“教傳”、“巖傳”與
及“清淨相狀”之傳承，亦因您的“經驗”、
“證量”與 “悟性”之能力，您那堅定利他
之決心，為悉心培育弟子的時候已到。因而您
將會把“舊譯”(即“寧瑪巴”或“紅教”)教
法之“勝利修習法幢”加以樹立。肯定地您將
引領很多眾生之此一“金剛命令”(授記)”確
切地被證實，並以“永恒不變之秘密法要”加
以封緘。」
羊尼雪閉關中心廟旁之咒輪

在給予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王的認證、印蓋與及
祈願之祈禱文時，大巖取者敦珠智者移喜多傑(即
敦珠法王二世)如是寫下：

巖取者千美多傑授記：「於羊尼雪(位於尼泊
爾．巴萍)之(蓮師)“修習處”，嘉朱 (巴支
汪卓)之化身(指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
王)，將會在此處建立一所“閉關中心”。」

「
“決定性意義”的遁世者之王，
化現為利生的“持明”聖眾之“攝政王”，
“覺悟事業”(即“佛行”)之主，任何與您的
連繫均是“義利”，
包含一切之主，金剛上師，請眷顧我！」

汪青己巴多傑之「巖傳寶藏」(埋於巖內
之法要“密續”)中授記：「於莎容之方向，
生紀多傑 (意即“佛金剛”) 將會出現。他以
年青的形態顯現於世，並將會圓滿“法王”之
願望。」

移喜泰賢向夏札法王獻長壽會供 (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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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生之編年史》曾這樣記述：《因
〝大成就者〞教授很多極度甚深之教法及重點，
故此對於那些修習“無上密咒乘”者來說，“上
師”之“傳記”便是至高無上之教授。》「密
宗」的一切成就，完全源於及基於對「金剛上
師」的信心有多「大」。
誠如“大成就者”帝洛巴所說：「要想在
一生中，“即生或即身”獲得“佛果”，必須趨
入“密宗金剛乘”。“密宗之深道”能否在“相
續”(即“心”)中生起“證悟”，完全依賴於對
“金剛上師”的恭敬誠信。想對“上師”生起敬
信，必須現見其“功德”。要想現見“上師”的
“功德”，必須了知其“傳記”。」

夏札法王正在欣賞「蓮花海」

還有其他許多過往之先聖們，亦曾以可信
賴之「金剛語」(真實不虛，無可擊破之語)，讚
美及授記 初嘉多傑法王之降生時間、地點、上
師、眷屬及其具品德之大智大行等等。例如：也
拿啤嗎都都之《寶藏之弘播》，曾準確地授記
「法王」之出生地點。此等授記中，更闡述依怙
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為「金剛薩埵」與
「海生金剛」之「雙入化身」，同時亦授記其為
「持明」。
每當徒眾向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
王請示此等「授記」，其答案均是以堅定而絕對
的語氣開示：「我乃一介凡夫，並無任何特別可
取之處，只知跟隨佛陀之教誨，踏實而無任何欺
誑作修行與利生之事。願一切眾生，離任何自誇
自騙之歪行，為脫離輪迴苦海與助他之菩提心願
下，切實修行，否則後悔已晚！」
此等授記，清楚地指出依怙主 夏札(戚操)
生紀多傑法王為蓮師「意」之化身。其備受尊崇
之原因，並非來自此等「授記」，而是來自一生
之行為與表現，深刻地顯露了聖潔之大修行人及
大成就者所必須擁有之一切優點，真實不虛地讓
世人了知其「意」與蓮師並無差別。依怙主 夏札
(戚操)生紀多傑法王並不承認此等「授記」，其
深遠作用是希望所有具淨信之修行人，應將注意
力集中在調服「心性」、去除「貪、嗔、癡」，
以踏實而堅毅之修行得脫輪迴，而並非將精力浪
費在無關痛癢之「授記」上。
蓮花海第6期

敦珠法王二世與夏札法王攝於尼泊爾 (1975)

因此之故，此遍簡略之“傳記”，雖然這裡
所記載有關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之偉
大事蹟只是百萬份之一，但仍希望能對那些學習
“真正佛法”的修行人，有所啟示及助益。........
(待續)

蓮師意化耀光芒
智者幻舞鎮魔狂
金剛薩埵除重障
海生金剛攝十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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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頂禮、供養、祈願
及繞行佛塔之殊勝功德
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撰寫
沐恩弟子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恭譯

歸依敬禮三寶前！
余將簡單闡述興建佛陀寶塔之利益，與及善信們能
至誠頂禮、供養和繞塔之功德。以下是余節錄的真
實經文,那些對經文感興趣之具福緣者請作見證，並
欣然領會該等經文之義理！

《明辨業力經》曾如此記載：
佛陀向一位年青的婆羅門叔加說：興建一座如來(佛
陀十名號之一)佛塔可獲得十八種利益。何謂十八種
利益？
此人將會投生並擁有如下功德相狀：
1. 生為帝王之子(現代語：具財權者之子)
2. 擁有高貴身驅
3. 具有美麗及莊嚴的相貌
4. 有敏銳的觸覺/諸根
5. 擁有權力及名聲
6. 有眾多僕人侍從
蓮花海第6期

印尼爪哇之「婆羅浮屠塔」

7. 能統領大眾
8. 為眾生之棟樑
9. 名聲遠播十方
10. 善於詞令及詩句
11. 受人天供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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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札法王於印度大吉嶺所建之佛塔
夏札法王於尼泊爾「果道哇里」所建之雙佛塔

內，該塔日後將成為所有如來的精華----金剛舍利。
這座佛塔將會受到所有「如來」之秘密印呪精華所
祝福。它將成為一座擁有九十九位如來之佛塔，尤
如無數芝麻含藏於穗內。它將會被祝福成為一座包
含了一切如來之眼及頂髻的佛塔。
無論何人將佛像放於塔內，將受到如來佛像的
七種珍貴寶石之本質所祝福。無論何人對此佛塔表
示尊敬，將成就不退轉位，而最終能完全及圓滿地
覺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成佛)。
若有人即使只一次恭敬頂禮佛塔，又或只繞一
次佛塔，亦將會完全地免於墮入「阿鼻地獄」等地
方。此人亦永不會遠離「無上正等正覺」之道。此
外，在佛塔與佛像周圍的地方皆受到所有如來的祝
福。

12. 擁有豐裕財富
13. 能擁有轉輪聖王之國土
14. 得享長壽
15. 能得金剛不壞之身
16. 身具佛陀之相好莊嚴
17. 將投生於上三道
18. 速證圓滿涅槃
以上是興建如來佛塔之十八種利益。

在《文殊師利根本密續》曾如此記載：
若有人親自用手興建一座佛塔以懺悔業障，即
使曾犯「五無間罪」亦可消除。若有人能建造十萬
佛塔，將成為一切「持明」之「轉輪聖王」，天賦
智慧與方便，並能全部瞭解所有經典。於一劫中，
死後總是轉生為王，永不下墮三惡道。尤如太陽從
國土中心升起，此人天資聰穎、諸根具足、記憶力
強，所學事物皆能憶持，及能記憶前生往事。

於《妙法蓮花經》中有如此記載：
牆壁是由泥土和磚塊所建造。
同樣，佛陀之塔亦是由泥土和磚塊所建造。

於《秘密舍利寶盒經》曾如此記載：
薄伽梵(意為「出有壞」，為佛陀十名號之一)
說：金剛手！若有人書寫佛法，並將之放入佛塔

尼泊爾之大白塔

因此，無論何人為了佛陀而建造一座佛塔，
縱使佛塔只是由一堆堆的塵土所建造，
而且建於偏僻受苦的地方，
又或者佛塔只是由孩童於玩遊戲時用沙堆積而成，
建造佛塔者將會達到覺悟。
世界和平塔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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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於春天時用清水洗淨佛塔周圍的塵埃，
將會愉快地受到女仕們以金臂扇子為其搧風。

有關頂禮佛塔和繞塔的利益，
在《觀音經》內有如是之記載：

西藏江孜之白居塔

若人於佛塔前跪拜頂
禮以示尊重，
將成為英雄及權威的
世界之主。
將擁有一套金色標記
的盔甲。
將成為權威的導師，
並對諸佛陀特別喜
愛。

江蘇蘇州虎丘塔

由印度王Prasenajid所請求開示的佛經
中，曾記載有關供養佛塔的功德：

印度桑奇大塔

若有人將佛塔洗刷潔白，
將於人天界中得享長壽，
身心將遠離疾病。
將能克服一切痛苦，
將會獲得永久快樂與富足。

於《妙法蓮花經》內，有如下的記載：
無論何人在佛塔前恭敬合十，
不論用雙手或單手；
無論何人祇有一次向
佛塔鞠躬，
甚或即使祇是微微點
頭；
無論何人在保存佛陀
舍利的地方前頂禮，
或祇是以散亂之心說
聲「佛陀」，
不論一次或多次，
此人將達至最高的覺
悟。

若有人在佛塔前響起鈴聲，
將會辯才無礙及聲名遠播。
將得梵天之妙音能憶起往生。
學者中誰能於佛陀之塔前，以至誠之心轉動其唸
珠，
將會獲得很多珍貴之黃金唸珠，
將得着各種類之裝飾品，
並將成為受人敬佩和具福緣者之首。

任何人於佛陀之塔前作音樂之供養，
將對深奧之學問及知識獲得十足信心。
將有完美的身軀、清淨的意念和清亮的語音。
其人的音聲將響遍世界。

日本京都清水寺三重塔

由於舍利塔(佛塔)是無垢功德之泉源，
若人們於佛塔纏繫著各式各樣美麗的旗幟，
他們即成為「三界」之福田，受到供養。
若有人在佛陀之塔懸上旗幡，
將成為人間榮耀之統治者，
亦是天界的權威統治者，
將感受到極大之快樂，
並將獲得完全的解脫。

若人清洗一座佛塔，
將變得美麗而富魅力。
將擁有尊貴的面貌與蓮花般的膚色。
將完全免受輪迴之苦。
青海省西寧市塔爾寺八白塔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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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繞塔偈頌經》中，有這樣的記載：
繞行維護世界者之佛塔，
其功德難以言喻。

如此這些或其他由佛經及密續所引述的經文，能令
眾生生起信心與大樂。
余促請那些熱切追求快樂和幸福的人仕，能把
握有生之年，以其專長做有意義的事：盡力發揮自
己的潛能，以此積聚資糧及消除業障。故應在此等
特別而至高無上的佛塔前，以高尚的情操及願行菩
提心去作頂禮、供養、祈願及繞行佛塔。透過對佛
塔之見、聞及憶念，將能獲得極有意義的利益！

緬甸仰光大金塔

此文由遁世者佛金剛（依怙主 夏札（戚操）法王之
法名）所撰寫，
透過佛陀身、語、意之表徵，
於現今五濁惡世之末法時期，
給予眾生活生生的榜樣來引領他們。

透過此等功德，願一切眾生皆能到達超越輪
迴、涅槃極限之境界。由戰勝一切魔軍，願眾生皆
能任持普賢王如來偉大王國之權力。祈願此二種利
益能自然地顯露，並願吉祥與榮耀如火焰般散發出
來。
此文寫於第十六耀宗年(1996)之陽火馬年九月
二十二日。願一切吉祥！
尼泊爾猴子廟之佛塔

嗡 嘛 呢 啤 咩 吽

泰國曼谷之舍利塔（一）

泰國曼谷之佛塔（二）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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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的奧秘

瀕死體驗的意義（五）
啤 嗎 哈 尊 阿闍梨

「全知感」與「瞬間前瞻」

究竟由這些能力所預測的「未來」，是否
一定會「變成事實」呢？上一期的文章，留下幾個
問題，讓各位來一次「智慧的腦震盪」。這些問題
是：究竟是「預言」構成「未來的結果」，抑或是
「未來的結果」映射出「預言」呢？沒有「預言」
，就是否沒有「未來的結果」呢？沒有「未來的結
果」，又是否沒有「預言」呢？究竟什麼是「未
來」？又什麼是「預言」呢？那些「算命、占卜」
，又是什麼呢？他們的真實性有幾多呢？
在尚未進行討論之前，請先看一看以下的有
關個案：

最早研究及發表「瀕死體驗」報告的雷蒙．
穆迪醫生，在積聚愈來愈多的個案及經驗之後，將
兩項要素加入他的後期著作之中。一項名為「全知
感」(omniscience)，另一項名為「瞬間前瞻」(flash
forword)。
「全知感」是指一種「對所有知識完全了
解、無所不知」的感覺。「瞬間前瞻」是指「眼
前突然閃過“未來”的境象，而後來又真的變成
是事實」。這兩項
要素，在「佛教」
的《經典》裏經常
出現。由於「瀕死
體驗」者曾經處於
「報身：光」的狀
態，「本性」的大
能力，有一定的回
復程度(請參考
「蓮花海」第4及5
期之「瀕死體驗的
意義」一文)，所
以出現上述兩種能
力。

個案六：
事件發生在1988年，從台灣移居美國的廖
褚健先生，發生車禍。他的頭部撞向「後照鏡」，
產生劇烈的疼痛，大約昏迷了幾秒鐘。醒後難以呼
吸，要一至兩分鐘後才逐漸回復正常。他感覺頭部
在流血，但卻摸不到，只有一些「鼻清」從兩個鼻
孔流出。他以為自己沒有受傷，所以不看醫生，直
接回家休息。結果他在床上昏迷了三十六個小時。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聽見我的女兒正在呼喚我，我回應了很
多次，她似乎聽不見。忽然我發現自己原來飄浮在
床的上空，還見到女兒正在搖動我的腳。在驚嚇之
餘，我立刻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就在這一刻，

蓮花生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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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密金剛界九會種子字曼茶羅

一種“使命感”，並且了解“生命的意義”。“
光”裏傳來一個心念：“你要不要回去？”我想到
自己四歲就喪父，成長過程充滿了遺憾。我的女兒
今年也是四歲，我不忍心讓她經歷同樣的遺憾，
所以我决定要回去。就在這一念之間，我回復了知
覺。
後來我才知道，那次意外令我“顱下出血”
，非常接近死亡。根據醫學記錄，死亡率達到95%
。僥倖不死的5%，亦有一半和“中風”的情况一
樣。我幸運地沒有任何後遺症。經歷那次“瀕死體
驗”之後，我很明確地知道自己今後要做什麼、該
做什麼。物質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我決定放棄已
經非常成功的賺錢事業，返回台灣。
在“瀕死體驗”之後的五年內，我的“創作能
力”變得非常之強。我的第六感，也從此變得十分
之準確。有一次，我拜訪一位歌手的錄音室。一走
進去，我就
聞到一股燒
焦的味道。
結 果 三 日
後 ， 那 處
果 然 發 生
火警。在9
．11事件之
前，我也曾
經見到一個
景象。背景
是美國的雙
子星大廈，
前面有一架
類似神風
泰國的釋尊畫像
敢死隊的
飛機。我一直無法理解這個景象，直至9．11事件
發生之後才知道。」(個案引述自「重新活回來」一
書，依品凡執筆，趙翠慧導讀。)

東密胎藏界八葉種子字曼茶羅

我感覺進入一種凝聚、壓縮的空間裏。關乎我一生
的無數片段，好像倒退的影片一樣，在我面前急速
地閃過。那種感覺，好像被壓縮在一只大碗裏，又
好像身處一條高速移動的通道裏。
畫面特別停留在我父親的出殯場面，當時我
只有四歲。經過通道之後，我不停地往前飄。彈指
之間，我發現自己來到台灣的上空。但突然之間，
我又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急速地拋出。在一瞬之間，
我看到整個地球，好像一顆透明的水晶球一樣，我
可以透視到地球的另一端。
然後，一片明亮而閃爍的光芒向我包圍過
來。一種充滿寧靜、安祥、帶點柔黃的光。我感到

「預言」與「未來」的真實性
上述個案顯示廖褚健先生在「瀕死體驗」
之後，出現「瞬間前瞻」的「預知能力」。但這
種「預知能力」並不是很強烈，只能見到某一幅有
關「未來景象」的畫面，而並非一段有關「未來景
象」的活動短片。“創作能力”與“第六感”亦只
是一種“感覺”，並非形象化的景物。顯示廖褚健
先生在「瀕死體驗」之中所回復的部份「本性」能
力，在「甦醒」之後逐漸減弱，無法長久維持。如
果廖褚健先生在「甦醒」之後修行「佛法」，修習
「定力」與「專注力」，將會是「事半功倍」，並
且足以維持已回復的部份「本性」能力。在很多不

泰國的釋尊故事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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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瀕死體驗」個案之中，都出現類似的「感知
超能力」。
關於見到“未來景象”的「瞬間前瞻」，著名
的「瀕死體驗」研究學者凱尼斯．林格，在他的著
作《邁向終點》一書，提到幾個例子。內容大多是
見到“家庭生活的一幕”，在很多年後成為事實。
例如一位女士在1959年的「瀕死體驗」中，見到“
自己在廚房準備晚餐，長女在一旁幫忙，兒子在庭
院除草，丈夫洗完澡後在屋內走動”的情景。結果
這一個景象在1981年變成事實。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男士在1941年的「瀕死
體驗」中，見到“兩個小孩在暖爐前玩耍”。結果
在27年後的1968年，這一幕景象變成事實。但也有
一些例子是不準確的。例如有一位「瀕死體驗」者
預言在1988年，地球會出現天崩地裂的巨變，但事
實並未有發生。
究竟由這些「能力」所
預測的「未來」，是否一定會
「變成事實」呢？「未來」的
意思是「尚未真正到來及尚在
形成中」的一段時間。所以
「未來的結果」是不真實的，
是一種可以隨時變更的、只是
推測出來的「未定型結果」。
「預言」的產生，是見到一種
以“投射形式”出現的景象，
顯示“未來”將會發生的一些
景象，依「景象」而預先言明
「未來」的情况，因而得名。
為什麼會有這些景象的
出現呢？這些「景象」好像
「海市蜃樓」一樣，依據某些
現存事物，配合某些環境條件
而“投射”相關的景象。亦即
是說，這些「現時」存在的事
物，就是構成「未來結果」的
主要「因素」。若果「因素」 除蓋障菩薩
維持不變，依照軌跡進行，
「未來的結果」就會在成熟的時候變成「最終的結
果」。當初的「預言」，就會成為事實。
但很多人都忽略一個重點，就是「佛法」所說
的：「無常」--- 世間沒有不變的事實。在「最終的
結果」尚未出現之前，任何構成「結果」的「因
素」都正在演變。依據當時的「因素」而投射的「
景象」，好像「動畫」一樣，不斷地依照「因素」
的改變而改變。到最後，當初「預言」的「景象」
，可能已經「面目全非」。
所謂「未來的結果」，只是由「某一段時間
空間」的「因素」不斷累積而成的「投影」。所謂
「預言」，其實只是描述「動畫」在某一刻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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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模樣。由「因素」所累積的「現行模式與軌
跡」若果不變，「預言」與「最終結果」的差距，
將會很少。這些差距，包括「最終結果」的出現時
間、內容、結構。若果由「因素」所累積的「現行
模式與軌跡」有所更改，「預言」與「最終結果」
的差距，將會很大，甚至令「結果」消失。

不要成為「算命、占卜、預言」
的奴隸
很多人在遇到「人生的交叉點」，無法作出選
擇的時候，都喜歡「求神問卜、算命、尋找“吉卜
賽”預言、向“塔羅牌”求問、用“水晶球”透視
未來」。這種做法，等於將重要的抉擇，放在「其
他靈體的手上」，成為他們的「傀儡、扯綫公仔」
。毫無意義兼冒險。為什麼不
用理智的分折，去權衡“利害
輕重”、判斷“得與失”的影
響程度，然後作出「平衡的抉
擇」呢？為什麼要欺騙自己，
說這是「聽天由命」呢？「靈
體」有很多種，「能力」亦存
在極大的局限，加上「品性」
好壞不定，將“命運”交託給
「自身難保」的「靈體」，就
好像玩「俄羅斯輪盤」一樣，
遲早都是「死」的。
即使是回復部份「本性」
能力的「瀕死體驗」者，他們
以近乎「佛」的能力預見「未
來」，但仍然受到「因果定
律」的支配，並非必定準確
的。「佛法」的答案，是最佳
的答案，因為這是「因」與
「果」的關係。沒有人可以準
確預測未來，即使你擁有
「本性」的大能力，也是不
準確的。因為即使你以「歸納法」，將所有會構成
「未來結果」的「因素」全部齊集，加以推算，認
定及預測未來，但在「結果」尚未正式出現之前，
只要加入更改未來的「因素」，未來的「結果」就
會改變。亦即是說，真正構成「未來結果」的真正
主宰者是「因素」，並非任何人或神的「預測」。
所以有一些「瀕死體驗」者在體驗中所見到的「未
來」景象，並未有真的發生。「佛法」的「因果法
則」，是大自然的法則。「佛法」所描述的道理，
是大自然的道理，非常科學，一點也不迷信。
好像上一期文章的“個案五”一樣，奇魯戴醫
生的婚姻成敗，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就是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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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其實觀乎「佛法」對上述事例的解釋，就可以
知道，「佛法」是描述「大自然道理」的一種「真
知灼見」，比「科學」更深層、更徹底。若果仍然
對「佛法」存有誤解，只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將「民
間流傳的風俗習慣、不經任何分析對證的迷信、混
水摸魚的欺騙技倆」滲入「佛法」之中，並非真正
(待續)
的「佛法」。......

日本的東密式金剛界大日如來
緬甸式的釋迦牟尼佛立像

己。她的想法、取向、與處事手法，都可以直接影
響「因素」累積的「現行模式與軌跡」。如果她要
改寫「離婚」的「預言」，就必須從「改變自己」
入手。如果不明白上述的道理，對「預言」產生
「迷信」，你的「命運」，就會失去「主動權」，
成為「算命、占卜、預言」的奴隸。
所以「預言」並不等於「未來的結果」，兩者
之間並不存在「等號」。「未來的結果」並非「預
言」的產物。「預言」亦並非「未來結果」的主宰
者。兩者之間，在
最初的關係上，並
無直接的關係。但
是如果對「預言」
產生「迷信」，為
實現「預言」而全
力投入，或者在心
理上受到「揮之不
去」的影響，那麼
「預言」就會成為
直接影響「因素」
累積的主導者。
有很多人誤解
「佛法」，以為是
西藏式的釋迦牟尼佛像
一種「迷信」的信
蓮花海第6期

智慧的提示
不要成為
「算命、占卜、預言」
的奴隸
很多人在遇到「人生的交叉點」，無法
作出選擇的時候，都喜歡「求神問卜、算命、
尋找“吉卜賽”預言、向“塔羅牌”求問、用
“水晶球”透視未來」。這種做法，等於將重
要的抉擇，放在「其他靈體的手上」，成為
他們的「傀儡、扯綫公仔」。毫無意義兼冒
險。為什麼不用理智的分折，去權衡“利害輕
重”、判斷“得與失”的影響程度，然後作出
「平衡的抉擇」呢？為什麼要欺騙自己，說這
是「聽天由命」呢？「靈體」有很多種，「能
力」亦存在極大的局限，加上「品性」好壞不
定，將“命運”交託給「自身難保」的「靈
體」，就好像玩「俄羅斯輪盤」一樣，遲早都
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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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修行方向(六)
啤嗎哈尊阿闍黎

前文提要

2. 「去蕪存菁」的「取與捨」：無論是大、中、
小的「計劃」，都必須因應某些特定因素及條
件，進行排位及篩選。「計劃」本身的內容，
以致「計劃」的應否存在或只作部份採納，都
必須進行「去蕪存菁」的「取與捨」。…….
「取與捨」的特定因素及條件：

訂定「計劃」的技巧
「成功」的首
要條件是訂立
「目標」。因
應 個 人 的 喜
好、能力與理
想 設 立 「 目
標」，再配合
制訂「目標」
的技巧，一幅
關乎一生理想
的宏觀藍圖，
大致上已經完
大日如來
成。那麼下一
步，應該如何
進行，才可以確保「成功在望」呢？
下一步是訂定細緻的、具體的、有效率的、具策
略 性的 「計劃」。為每一個大、中、小的「 目
標」制訂一系列的「計劃」，就等於為邁向「成
功」而架設一系列可以互通的網絡公路。無數的
「計劃」，在設計時，必須注意下列幾點：

(i) 重要性：
		 究 竟 這 個 「 計 劃 」 ， 對 於 要 達 成 的
「目標」，其助力有多大呢？這個準備要
達成的「目標」，對於最終要達成的大
「目標」，其助力又有多大呢？…………

(ii) 付出的代價 ：
生命是短促的、有限的。你現在所擁
有的資源，隨時都會失去。在尚未失去之
前，仍然擁有「支配權」的時候，你會如
何運用它們呢？一般人都會將現有的資
源，分成两部份。一部份用作「增值」，
一部份用作「享用」 。
無論是「增值」，抑或是「享用」，
都要先付出代價。你有沒有想過，如果處
理不當，會做成相反的效果呢？結局可能
是「增值」變「減值」、「享用」變「受
苦」。
以「修行」為例，很多人都喜歡向佛
菩薩祈求降福。有病的時候求健康、有困

1. 互相扶持、提高效益：「計劃」之間的連結，
要達到互相銜接、互相補益、互相依靠的效
果。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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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因為未來的「果報引力」，隨時都會因
為某種原因而提前發生；而現在的行為，又
正影響着這個組合的排列次序。你正在想做
的行為、你將會想做的行為，都是「未知
的因素」，卻又可以影響這個組合的排列次
序，所以今生的「命運組合」，充滿了變幻
莫測的因素。
如果將今生的「命運組合」簡單化，你
會更加容易理解它的複雜性。假如你今生的
「資源組合」是「今生的資源(100分) = 壽
命(40分) + 財富(30分) + 健康(30分)」。若
果你不滿意這個組合、或者想動用你的資源
去做一些事情，請不要衝動，應該好好計劃
一下，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個案一
我的「根本上師」之一，福德法幢 劉
銳之金剛上師，曾經將一件親眼所見的遺憾
個案，用作上述的教材。「密宗」的修法，
如果運用得宜，是一個極速的成功捷徑。相
反，如果以「貪、嗔、痴」的心態，以為
「有便宜」可貪，結局大都是悲慘的。
個案發生在上海，有一位修持「咕嚕咕叻佛
母」(又名「作明佛母」)法非常靈驗的「喇
嘛」(意即「上師」)，十分喜歡一名勤力修

虛空藏菩薩（日本）

難的時候求解决。即使無災無劫，亦祈求天
賜財富、事業成功。這種情况，在「密宗」
的修行上，最為普遍。
很少人會認真地思考一下，「福」從
何來呢？ 你的祈求，會為你帶來什麼改變
呢？你真的需要這些嗎？無論你祈求什麼，
結局只有兩種。一是成功，一是失敗。如果
成功，意味着代價的必須付出。如果失敗，
意味着失望、心有不甘。為了避免「代價與
祈望」不對稱、為了避免代價的不堪負荷，
在制訂「計劃」的時候，必須對「付出的代
價」，作最大程度的「了解與估計」。
如果你知道「代價」之後，必須認真地
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這些嗎？你會否繼續
祈求呢？結局的「是喜是悲」，取决於每
個人的「價值觀」，但最好不要「後悔莫
及」。

今生的資源組合與命運的關係
跟據佛法與科學都共同承認的「因果定
律」，多生多世所累積的「善與惡」，好像
一幅龐大的「引力」網絡 (請參考由「敦珠
佛學會」出版之影音光碟「業力不可思議」
VCD及「放生與因果」書本及CD)，構成今
生的「命運組合」。這個組合極之複雜多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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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弟子。凡有所求，必定應允。唯獨是
「咕嚕咕叻佛母」的修持方法，卻一直保留
不傳。很多弟子都以為這個「上師」自私，
要珍藏靈驗的教法。
終於有一天，他最喜愛的弟子向他哭
訴，家園即將因為破產而毀滅，懇求「上
師」傳予「咕嚕咕叻佛母」的修持方法，解
救危機。他發了很多大願，例如將來會更加
勤力修行，並且幫助弘揚佛法。
這位「上師」經不起愛徒的苦苦哀求，終於
答允。結果他的愛徒修持此法一小段時間
後，已經可以還清債務。太快、太靈驗、
與太容易的獲得，令他
生起前所未有的貪念。
他再修多一小段時間，
祈求再多一點，結果獲
得一筆意外之財。他給
予自己無數的理由，必
須再祈求更多的財富，
因為「機不可失」。他
又再修多一小段時間，
結果真的又添多一筆橫
財，但可惜同一天，他
突然暴斃。痛失愛徒的
「上師」，生起前所未
有的哀傷與內疚。他了
解這是錯誤估計「人性
的弱點」、「業力」、
與「命運組合」的結
果。他為此而終生修持
「懺悔」，因為「難辭
咕嚕咕叻佛母
其咎」。

是真正的「主角」，主控你自己的「命運組
合」。
如果你懂得簡單的數學，不妨計算一
下。上述的弟子，如果今生投資錯誤，用盡
了30分的財富，瀕臨破產的邊緣，他還有什
麼資源可以運用呢？就是最多30分的「健
康」了，還不知之前用剩幾多呢？可能只有
10分也說不定。他第一次的修法與祈求，
相信一下子就用光了。那麼第二次的修法與
祈求，就是用「壽命」的40分了。相信也
用剩很少了，所以一下子又用光了。如果他
不暴斃的話，那麼第三次的修法與祈求，
還可以用誰的福報呢？會不會
用他的「上師」的福報呢？有
智慧的「上師」們，不妨思考
一下「業力的網絡糾纏」，也
思考一下「因果定律」的「絲
毫不爽」。想通之後，才真正
有資格做別人的「上師」。千
萬不要「後悔莫及」兼「計錯
數」。

歷史重演
個案二
難以自控的人性「貪婪」、
無視歷史教訓的「愚痴」、與
及討厭良言忠告的「嗔恨」，
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讓悲劇式的
歷史不斷重演。今次是我親自
目睹的一件個案。
數年前，一位在遙遠的國家經
營地產生意的商人，遇上低迷的經濟。正在
興建的樓宇無法賣出，資金被困。沒精打采
的他，好像一個迷路的受傷將領，想重整軍
形，衝出谷底，卻又苦無對策與出路。情緒
低落的他，由不相信任何宗教，只相信自己
的倔強信念，演變至「只要幫到我，就什麼
都信」。
很奇怪，以往無論什麼人向他說佛法，
他一句都聽不進。但失意落魄的他，那股永
遠擋在他面前的氣焰、自信與橫蠻，似乎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忽然醒覺」，開始接
受佛法，尤其是「密宗」的助力。
他很想渡過現在的困境，他說：「只要
能夠讓我取得今次的成功，賣掉所有現在興
建中的樓宇，即使死，我也願意。」即使將
上述「喇嘛與愛徒」的故事告訴他，告誡他
「世間並無不勞而獲的事」，也告訴他「命
運組合」的簡單方程式。如果他真的要修
「咕嚕咕叻佛母法」渡過難關，所付出的代

「錢」從何來？
究竟「錢」從何來呢？是不是「咕嚕咕
叻佛母」降下的呢？真的可以「不勞而獲」
嗎？那麼這個世界的人，全部都不用工作
了，統統都修「咕嚕咕叻佛母」法就可以
了！不過如果暴斃的話，有沒有人肯放下不
修「發財法」，改為花時間去「收屍」呢？
天下間，並無「不勞而獲」的東西，只
有「因果定律」。無論你向誰祈求、無論你
修什麼法去祈求，無論你為誰去祈求、無論
你祈求的是什麼東西，都必須記住，你正在
祈求透支自己的「福報」、你正在祈求重新
調配你的「命運組合」。你所祈求的一切，
都不是「從天而降」的，亦非「便宜貨」，
而是來自你自己的「有限資源」。你所求的
對象、所修的法，只是調配「命運組合」的
一種「助力」，並非「主角」。你自己，才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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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量積聚福德：
如果不想「財多身子弱」，不想「油盡
燈枯」，就必須以發自真誠的心，大量
行善積德。令只有100分的資源總和，
急劇增加。
2. 「耗用福報的速度」一定要比「積聚福
報的速度」慢：
亦即是說，你所祈求的願望，如果要耗
用大量福報才可以達成，一旦實現得太
快，就會出現透支今生或未來福報的現
象。
如果透支今生的福報，就會多病短壽。
用自己的健康與壽命換取財富，即使成功，
亦沒有享受的心情，是一種極之無謂的交
易。如果透支「未來生」的福報，就會失去
再投生為「人」的機會，將會在命終時下墮
投生為愚蠢的畜生。因為福報不足兼愚蠢，
投資錯誤。
上述「個案一」的例子，主角是死在福
報不足、慾望無止境、成功得太快、積聚福
報的時間不足。「個案二」的例子，雖然成
功的速度較慢，但因為主角並無珍惜此段極
為關鍵的時期，大量積聚功德。到成功之
後，不單不懂得珍惜「得來不易」的成功與
資源，用來積聚福德，反而變本加厲，祈求
更多的慾望。

價難以估計，因為無人能夠清楚了解自己的
「命運組合」。稍一不慎，計錯數，就會
「後悔莫及」，死亡隨時會降臨。
他仍然堅持要修。他終於得到一位「真
上師」傳予「灌頂」及「修法」。「真上
師」一而再、再二三的多次告誡他。祈求的
同時，要多積福德，多行善事，不要令「耗
用的」比「積聚的」更加快，否則危險即
至。他答應全部的要求，在早期的時候，他
真的一一照做。
結果半年之後，他遇到一個突然的機
遇，一下子就賣光手上的存貨。那股永遠擋
在他面前的氣焰、自信與橫蠻，也漸漸地重
新凝聚。「上師」的告誡，已變成「不必要
的麻煩」。

措手不及的打擊
原來他的願望，並非單單賣光手上的存
貨，脫離困境。他還有兩幅地，想用來「乘
勝追擊」，再次興建樓宇，大賺一筆。他的
最新立論是：相信虛幻不實的修法，不如相
信自己的實力。况且危難已過，往日的承
諾，都是多餘的。
他將其中一幅較小的地皮，先興建樓
宇，再將賣出樓宇的收入，連同以往所得的
一切資金，全部都投資在最大的一幅地皮
上。可惜還來不及大賺一筆，一股突如其來
的打擊，令他的資金再次被困。但真正令他
倒下的，卻是另一種人生巨浪，已經稍稍來
臨。
他突然大量出血，要送院救治。身體感
到前所未有的虛弱，似乎與死亡只差一綫。
情緒一下子跌到谷底，陷入極度渴望繼續生
存與心有不甘的掙扎深淵。曾經多次全身檢
查，折騰了半年。終於找出了病因，原來無
端染上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會腐蝕腸胃，
引致出血。這種病一般潛伏一年多，病徵是
經常肚瀉。肚瀉的情況會不斷加劇，不斷滲
血，直至大量出血為止。現今之醫藥，只可
以「以毒攻毒」，停止出血，但會隨時復
發。可以說是一種「不治之症」，而且成因
不明。

究竟是什麼道理？
其實每一個人的福報，都是有限的。局限於
今生出現的福報，就更加有限。調動如此有
限的「命運組合」，要做到毫無危險，只有
兩種方法：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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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福德不足，健康與壽命，隨着財富
的積聚而慢慢地消耗。不斷滲出的血，就是
「福德的流逝」跡象。不治之症，顯示所透
支的程度極深，損及「未來生」的福報。
上述個案失敗的其中一個關鍵，是積聚
功德的速度太慢，而且時間並不足夠。積聚
功德最快、最大的方法，跟據無數《佛經》
與《密續》的開示，排行第一位的是：供養
「真上師」。因為他以最快、最直接的方法
及速度，開啟你的智慧，並且教授你修持
「定力、專注力、脫困的方法」。但供養
「假上師」，卻是最快積聚「惡因」的方
法，令你急速下墮。排行第二位的是：廣弘
佛法，徹底救贖他人的智慧之命，令他種下
日後「脫離輪廻」的種籽；或者向諸佛「供
燈」，開啟自己的智慧之命。排行第三位
的是：救贖他人的性命、以醫藥解人之苦、
放生等。全部都要大量的做，才可以立刻生
效。

誅地滅」。
相信到死的一天，他們仍然不會明白，
真相竟然是「福之所藏，禍之所倚」、「慾
無窮際，追之必傷」、「人只為己，天打雷
劈」。
如果他們肯相信，每一個人的一生資
源，都是有限的、扣扣相連的、牽一髮而動
全身，並無僥倖，他們就不會「燈蛾撲火，
自取滅亡」了。所以真正的智慧應該是「福
無雙至，知足常樂」、「資源有限，不可貪
求」、「物極必反，見好就收」。...... (待續)

智慧的提示
今生的資源組合與命運的關係
跟據佛法與科學都共同承認的「因果定
律」，多生多世所累積的「善與惡」，好像一
幅龐大的「引力」網絡，構成今生的「命運組
合」。這個組合極之複雜多變，因為未來的
「果報引力」，隨時都會因為某種原因而提前
發生；而現在的行為，又正影響着這個組合的
排列次序。你正在想做的行為、你將會想做的
行為，都是「未知的因素」，卻又可以影響
這個組合的排列次序，所以今生的「命運組
合」，充滿了變幻莫測的因素。
如果將今生的「命運組合」簡單化，你會
更加容易理解它的複雜性。假如你今生的「資
源組合」是「今生的資源(100分) = 壽命(40
分) + 財富(30分) + 健康(30分)」。若果你不
滿意這個組合、或者想動用你的資源去做一些
事情，請不要衝動，應該好好計劃一下，否則
你會「後悔莫及」。

傳法的準則
上述的個案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為什
麼「密宗」對很多教法都要高度保密，而且
必須傳予充滿誠懇、對「上師」絕對服從、
對佛法有信心、有涵養、有品格、對慾望有
節制能力、有智慧、有慈悲心的「弟子」，
而並非其他任何人。
即使擁有具傳承、具證量、慈悲的「真
上師」，保證所修的「法」，必定正確，也
必定「靈驗」，但由「沒有上述優點的弟
子」去修持，「正法」仍然有被濫用及歪曲
的危險。所以「傳法的守則」必須嚴謹的堅
持，不可以為親情、友情、財物、權勢而放
棄守則，否則「後悔莫及」。

付出的代價：

		
很少人會認真地思考一下， 「福」從何
來呢？ 你的祈求，會為你帶來什麼改變呢？你
真的需要這些嗎？無論你祈求什麼，結局只有
兩種。一是成功，一是失敗。如果成功，意味
着代價的必須付出。如果失敗，意味着失望、
心有不甘。為了避免「代價與祈望」不對稱、
為了避免代價的不堪負荷，在制訂「計劃」的
時候，必須對「付出的代價」，作最大程度的
「了解與估計」。
如果你知道「代價」之後，必須認真地
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這些嗎？你會否繼續祈
求呢？結局的「是喜是悲」，取决於每個人的
「價值觀」，但最好不要「後悔莫及」。

自救的智慧
很多人在危難的時候，只要給予他獲救
的希望，他就什麼都相信，並且隨便地答應
所有的承諾。但骨子裡，他們只會選擇符合
自己「貪嗔痴」的事情去相信。好像上述兩
個個案的主角一樣，只相信「修法」，會為
他帶來利益，但並不相信處理不當，會為他
帶來傷害。所以當他們取得成功之後，第一
時間要拋棄的，就是「承諾」。而第一時間
要做的，就是放縱慾望，乘勝追擊。他們並
不相信自己的行為，正在透支自己的福報。
他們總是認為，「天賜良機，機不可失」、
「不妨一試，無傷大雅」、「人不為己，天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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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傳記

蓮師八變(五) --- 尼瑪奧瑟

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提要：
藏傳佛教的始祖蓮花生大士，簡稱蓮師，被
尊稱為當代第二佛，出生於古印度之西北面，稱
為鄔金  (Orgyen，又名鄔仗那Oddiyana，即現今
之史瓦特山谷 Swat Valley，乃阿富汗與巴基斯坦
交界處)的一個地方。蓮師逗留人間的千餘年中，
分別在八種不同的時期及情況下，以八種不同的
形相弘揚佛法，世稱「蓮師八變」。連同「主相
狀」，蓮師一共以九種不同的相狀及方式弘揚﹝
九乘教法﹞。今期介紹的「尼瑪奧瑟」，是蓮師
的第五相狀。
上一期介紹蓮師的第四相狀：「羅登楚詩」
，意即「愛慧上師」。提到蓮花生大士修學﹝九
乘教法﹞“內密“部份的「瑪哈瑜伽」等重要教
授，以及特別從印度之八大「持明」處，獲得傳
授及修習“八大法行”。為了加速修行，蓮花生
大士分別於八大「屍陀林」(墳場)處，修習“八
大法行”。由於身處恐怖之地仍能保持深厚的「
定力」，結果輕易地顯現“本尊”之「相」及迎
請 “ 本 尊 ” 親 臨 ， 並 且 自 然 地 開 顯 出 「 八大 法
要」之各別「壇城」。(請參閱「蓮花海」第5期「
蓮師八變(四)」一文)

蓮師的第五相狀：「尼瑪奧瑟」。其修行及教化
之地，亦以「屍陀林」為主。跟據敦珠法王二世所著之
《西藏古代佛教史》之描述，蓮師以「報身」進駐各大
「屍陀林」，降伏及傳授「密乘」法要予「屍陀林」內
之鬼神、傲慢兇蠻之非人、勇父、空行  ( 於「密宗」而
言，尊稱修習「密乘」教法的男性修行人或天人為「勇
父」，女修行人或天人為「空行母」)，令他們將「心」
及「命根」交出，起誓永遠作為蓮師的護法，護持「修
行人」。由於蓮師以「報身」進行修持及教化，而「報
身」的特性是「強光」，所以此一時期蓮師之化現被尊
稱為「尼瑪奧瑟」上師，意即「太陽光」。(見於敦珠
法王二世所著之《西藏古代佛教史》，劉銳之金剛上師
譯，第43頁)

「屍陀林」：修行勝境
「屍陀林」是古印度堆棄死人屍體的地方，亦即現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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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對“自身”有多麼的貪愛，對“自我”
有多麼的執着，如果從內心深處自然生起一切都是
「不淨、無常、必壞」的堅定見解，「貪愛心、執
着心」一定可以息滅。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
說過：「若得“不淨觀”，此“心”自然無。」所
以於「屍陀林」修行，是一種極速生起「正見、正
定、正思維」的修行方法。因此蓮師的主要修行之
地，亦以「屍陀林」為本，並且以極速之勢，達到
最高成就的指標。不過，是否所有修行人，都適合
這種修行方法呢？
於尼泊爾羊尼雪，夏札法王之閉關中心廟內合攝

到「屍陀林」修行之必備條件
要到「屍陀林」修行，必須具備下列幾項條
件：
1. 懂 得 降 伏 鬼 神 及 供 養 “ 護 法 ” 之 修 法 ( 「 密
乘」的內層教法)；
2. 懂得「拙火」的修法(「密乘」的深層教法，
是內循環及凝聚體內能量的一種修持方法，稱
為「脈、氣、明點」的修持)；
3. 克苦耐勞。
曾經有修行人於「屍陀林」修行時，因為抵
受不住極度的恐懼而瘋狂、亦有不敵鬼魅之纏繞而
生怪病。夜涼冰寒，有修行人不敵風霜、肌餓而病
倒，亦有因缺水而皮膚病變，受病毒及細菌感染。

夏札法王於尼泊爾羊尼雪之閉關中心遠景

今之「亂葬崗」。由於環境惡劣、屍身暴露、腐屍
臭味遠散、食肉野獸經常出現、亦是瘟疫源頭，再
加上鬼魅作亂，因而人跡罕至，極之寂靜。《俱舍
論》、《清淨道論》、《學集論》等經論，曾詳述
釋迦牟尼佛對觀修「無常」的修行開示：“初學菩
薩應到「屍陀林」中觀看腐爛的屍體，觀看死人的
屍體在第一天、第二天......乃至多天中的不同腐壞狀
況。當見到腐爛惡臭的屍骨，心中應當如實生起「
自身亦不例外」之想，生起「二者本質無別」之堅
定見解。”在「小乘」的禪修法中，亦有「不淨九
相、白骨觀、四大源觀」等多種不同斷除「身執、
貪欲」的修法。

蓮師於尼泊爾羊尼雪之阿舒賴洞內得「大手印持
明」成就(1)

《四念處經》中，釋迦牟尼佛開示：「如果在
墓園中看見一具腐爛的屍骨，只剩下骸骨、血肉、
筋腱，那麼“比丘”應將自身與之相比而說：誠然
我們的身體也是這種性質，也有這種結局，無可避
免。」
《佛說要行捨身經》中，釋迦牟尼佛開示：「
爾時“世尊”於此眾中欣然而矣。放大光明照“屍
陀林”及此大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
子。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說其要法。我以
佛眼觀此林中。捨身行者未來當獲“正等菩提”。
」

蓮師於尼泊爾羊尼雪之阿舒賴洞內得「大手印持
明」成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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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在洞穴、森林或效野靜修，亦有被毒蛇或猛
獸所傷而致死的情况，更何況是「屍陀林」呢？所
以成功背後，必有學問與因由，亦是「密乘」修法
的實際、深層與可貴之處。
“降伏鬼神”可免鬼魅之纏繞；供養“護法”
可得護持；「拙火」可令體溫調升不懼風寒、提升
免疫系統防感染、其循環之力可以令缺水現象降
低、其熱量更可迫出體內毒性；“克苦耐勞”可以
鍛鍊心志，不被孤獨所侵。若果並無以上三項能
力，身處「屍陀林」修行，將會是萬分困難及危險
的。

蓮師修「普巴金剛」成
就之洞內頭印

施身法
蓮師於尼泊爾羊尼雪之阿舒賴洞外留
下手印

《佛說要行捨身經》中，釋迦牟尼佛開示：
「若有有情能“施身分”。分為二分。一分水中。
一分陸地。是人命欲終時。囑“善知識”、“同志
願”者。分割其身以為二分。是分身者所得功德。
與捨身人功德無二。」

為後世之修行人，營造了一條「安全的高速公路」
，沿用至今。
守持「屍陀林」的“護法”，稱為「墳主護
法」。以一對骷髏的形狀，匹配成一對雙骷髏，其
下方是西藏之“天葬”墳場。有批評者質疑「密
乘」的「護法」形相，為什麼總是如此恐怖的呢？
如果參觀一下生物或醫學的學院，骷髏骨的擺設可
說是十分平常，無須大驚小怪兼質疑。因為人體的
基礎及主要架構是「骷髏骨」，要徹底研究醫術，
無論西醫、中醫，解剖學抑或是跌打療傷，都必須
了解。這是從「實用層面」中，「實事求是」的做
法。

「密乘」之「施身法」修持，亦是源於釋
迦牟尼佛的開示而修持的法要。其精髓在於無須等
待“死後”分身「布施」水陸兩處之眾生，“生
前”即以修持進行「布施」，並且令「心」進入深
層的捨除「身執、貪欲」。此法之功能齊集「積聚
世間與出世間的資糧」、「清還多生多世所積聚之
債項」、「捨‘執着”而入“空性”與“正定”」
等優點。此法之最佳修持之地，就是「屍陀林」。

蓮師為後世鋪路

「護法」的形相與意義

為了「自利利他」，幫助自己，亦幫助別
人。蓮師每到一處「屍陀林」，必定降伏當地的鬼
神、非人，甚至傳授法要，令他們轉化為護持修行
人之“護法”。此舉令日後無數有“大志”獻身於
修行的人，於「屍陀林」修行時，得以免除許多障
礙、災難。無須經歷無數的“病、死”而又再“
生”，甚至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阿僧衹劫  =
10 51次「宇宙」經歷「成、住、壞、空」所需的時
間。「三大阿僧祇劫」= 3 x 1051次，其時間之長，
難以估計)的“生與死”，方可「成佛」。
此一時期之蓮師分別前往縛喝國之「古那經屍
陀林」、迦濕彌羅國 (即現今之克什米爾)之「歡樂
遍滿屍陀林」、孟加拉國之「屍陀林」，降伏及傳
授法要予無數的另類眾生，令當地之擾亂、災難一
時平息。由於蓮師的功德非比尋常，所降伏的均為
難纏難伏，極為兇蠻的鬼神、阿修羅、精靈，令護
持佛法的另類眾生之「數量與力量」均急劇增加，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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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主護法(1)

「墳主護法」的形相，其意義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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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層意義：代表死亡後之最終形相，亦代表「
人生無常」，到最後亦只是「白骨一堆」。
[ 按此到目錄 ]

「顯密雙修」的原因
「顯教」以理論為主，其功能可以令眾生明
白事理之表層意義，作用是培育「菩提心」、以各
種善行累積功德、令心靈得到安慰、惠澤社群及眾
生。《妙法蓮花經》之「授記品第六」及「五百弟
子受記品第八」中，釋迦牟尼佛授記(預言)各弟子
之成佛時期，通常都在很多「劫」(「時段」的意
思。一小劫 = 一段時間，大約1,679萬8千年。20小
刧 = 一中劫，4中劫 = 一大劫，大約13億4,384萬年)
之後。
例如《妙法蓮花經》中，釋迦牟尼佛開示：
「憍陳如比丘，當見無量佛，過“阿僧祇劫”，乃
成“等正覺”(成佛)。」憍陳如比丘是釋迦牟尼佛
「成佛」後第一次
傳法時的「受法
者」。由此可見「
顯教」的修行道路
十分遙遠，需要經
歷「三大阿僧祇
劫」的“生與死”
，方可「成佛」。
時間拖得愈長，變
數愈多，中途失誤
引致下墮的機會率
也愈大。畢竟「三
大阿僧祇劫」是一
段無法估計的長期
時間，期間產生的
「惡因」足以令此
段時期變為「無了
尼瑪奧瑟(1)
期」。除非已證
得「阿羅漢」果
或者「八地」以上
的成就，否則難保
不會退轉或下墮「
三惡道。」

墳主護法(2)

墳主護法金剛舞

2.

3.

內層意義：“護法”要應付的對象是凶神惡
煞、狠毒而威猛的邪魔外道或鬼魅。要在「氣
勢」之上先取壓倒性的「威攝」作用，令對方
「望而生畏」，最好是「見之即避」，無須打
鬥，以保「慈悲之心」，所以“護法”的外貌
必須比對方更具威嚇力。這是「實用層面」
中，「實事求是」的心理戰術。好像「孫子兵
法」之最高「心法」一樣，就是「不戰而屈人
之兵」。「墳主護法」的形相，一望而知是守
護墳地的“護法”，既實用，亦對題。就好像
警察的制服一樣，一望而知代表「正義的守護
者」。要批評「密乘」的事相，就必須先要有
足夠的常識、見識與智慧，否則犯了「戒」也
不自知。

為 什 麼
「顯教」的「成
佛 」 時期，通常
都 在 很 多 「 劫」
之後呢？究竟原
因何在呢？為什麼
「密乘」的修持，
最快可以「“即
身”或“即生”成
佛」呢？這是因為
「顯教」實修時之

密層意義：「骷髏」代表一切物質之最原始及
最徹底的形態，在「密乘」中代表「法性、本
性」。匹配成一對雙骷髏代表「陰陽」，即「
能量」轉變時之「正負」二極均圓滿具備。
尼瑪奧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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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素、客觀配合之條件、“主修”時之方法
及技巧、深層意義的運用上」，均不及「密乘」的
圓整。例 如 在 洞 穴 、 郊 野 、 以 至 「 屍 陀 林 」 之
修行，「顯教」的修行人會因為難敵環境因
素之惡劣及意外而死亡；客觀環境之鬼魅侵
害，亦因助力不足而困阻重重；「主修」時
「意」之深層「觀想」及技巧、能量之科學
運用等均欠缺。
「密乘」的修持，最快可以「即身或即生
成佛」，其中包含很多原因與學問，不可以單憑
表面的形相、傳統之不同而互相否定或批評。但若
果直接進入「密乘」修持而欠缺「顯教」之理論，
亦會因為不明白事理之意義，被「密乘」之表面“
事相”、儀式與修行技巧所吸引，引致心態與“知
見”的不正確而「誤入邪道」。「顯教」好像“地
基”、指南針一般的重要。如果只學「密乘」的修
持而忽略「顯教」的基礎，就像建屋於浮沙一樣，
毫不穩固；也像大海航行而缺乏指南針，偏離目的
地，愈走愈遠。快速“成佛”反而變成快速“下
墮”。所以「密乘」的修持，規定必須先學「顯
教」的基礎。真正圓滿的修行，必須「顯密雙修」
，才是最快、最安全之道。

位於印度喜瑪曹邦之利和沙 (亦名「蓮花海」)

於是前往沙訶國繼續修行與教化，並且傳法予沙訶
國之公主曼德華。沙訶國國王誤會蓮師欺騙其女，
火燒蓮師七日七夜而成「蓮花海」(藏音「楚啤嗎」
，Tsopema)，結果全國君民皆折服於蓮師而皈依，
修持「密乘」。其後，蓮師與曼德華公主前往尼泊
爾之瑪那詩迦岩洞 (Cave Maratika) 修持長壽佛法，
並獲長壽佛親自降臨灌頂，作無二無別的加持，因
而得「長壽自在持明」成就，成為「無死金剛身」
。此時之蓮師被尊稱為「無死上師啤嗎忠蘭」 (詳情
請參閱「蓮花海」第一期「密宗聖地：蓮花海」一
文。)

調服阿育王
另一鮮為人知的史實，跟據敦珠法王二世所
著的《西藏古代佛教史》所記載，蓮師為了進一步
鞏固「佛法」的弘揚，化現為比丘汪波德  ( 亦名為
優波毯多 Indrasena)，前往調服統一全印度之著名“
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 (King Ashoka，音譯
阿輸迦，意譯無憂，故又稱無憂王）。令阿育王對
「佛法」生起極大的信心，永不退轉「佛法」，並
且成為一位極具力的“護法”。阿育王一共建造了
八萬四千座佛塔  (另一說法為建佛塔一千萬座)。在
他即位的第17年，在華氏城舉行第三次佛教結集，
令佛教成為印度全國性的宗教。阿育王更向周邊的
國家派出許多傳教團，使「佛教」開始成為世界性
的宗教。尤其是錫蘭 (即現今之斯里蘭卡) 的傳教，
至今仍被認為是弘揚「南傳佛教」的中心所在地  (
分別見於敦珠法王所著之《西藏古代佛教史》，劉
銳之金剛上師譯，第42頁；十四世紀之伏藏大師爾
金林巴所發掘之《蓮花生大士傳》，洛珠加措譯，
第45章，180-183頁；及萬瑪才旦與旺秀才丹合著
之《大師在西藏》，第2章，第4節，75-77頁）。

蓮師於尼泊爾羊尼雪修「普巴金剛」成就之洞外合攝

化現「蓮花海」
蓮師於「定」中預知與沙訶國之因緣成熟，
蓮師於尼泊爾羊尼雪修「普巴金剛」成就之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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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持，難以迎請「普巴金剛」或任何一位“護法”
作為助緣。若果「犯戒」者強行修持，希望倒轉「
因果定律」，會觸怒“護法”，形成負能量，後果
將會極為嚴重 (見於敦珠法王所著之《西藏古代佛
教史》，劉銳之金剛上師譯，第44頁)。

「普巴金剛」的殊勝因緣
蓮師傳法予
沙訶國之君民後，
前往尼泊爾之羊尼
雪，偕同公主釋迦
德華於阿舒那巖洞
(Asura Cave) 修持。
跟據蓮師親自「口
述的傳記」記載，
三名力量甚強之魔
怪欲阻止他們的修
行，令當地三年不
下雨、乾旱至極、
疫症流行、饑饉萬
分。蓮師與公主釋
蓮師於尼泊爾羊尼雪修「普巴金剛」
成就之洞
迦德華之修行，因
悲憫眾生之哀痛，
意欲救助而受到障礙，中途間斷。蓮師修持由教主
空遮伽雅所傳之「真實意」寂靜、忿怒本尊，即「
楊德兮鲁迦」(Yangdag Heruka) 法，仍然無法阻止逆
境之繼續。於是蓮師派遣兩名使者前往印度，向其
「上師」之一的大成就者札巴哈德，再度求取「降
伏間斷」法，即著名之“教傳”「普巴金剛續」。
當兩名使者取得「普巴續」返回當地，蓮師尚未修
持此法時，三名魔怪已嚇得躲逃遠處。魔力消失，
立時雨下，疫症息滅。蓮師與公主釋迦德華之修行
亦得以圓滿，並得「大手印持明」成就。

為了進一步修持「普巴金剛續」，蓮師在尼
泊爾羊尼雪之另一秘密山洞閉關，即現今「紅教」
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之廟旁山洞。蓮師
於洞內修持時，降伏眾多魔怨，結果證得「普巴金
剛」成就。蓮師成就之後，撰寫很多「普巴金剛與
楊德兮鲁迦合修儀軌」，並得十六個“普巴護法”
立誓護持。洞內至今仍留有蓮師當時之降魔遺跡及
頂印。 (由於「普巴金剛」之“能量”非比尋常、
極為龐大，在運用上亦極具智慧及善巧，是「寧瑪
巴」(紅教)最重要「本尊」之一，所以依怙主 夏札
(戚操)生紀多傑法王特別親自為“普巴金剛及其十
六護法之全體壇城”開光加持，現供於「敦珠佛學
會」之佛壇上。更親自為「敦珠佛學會」設計「普
巴金剛杵」作為“會徽”，命其御用畫師繪畫後，
賜贈「敦珠佛學會」。)

不辭勞苦弘揚佛法
此後蓮師經常到鄔金小島之胡模洲、詩果打
那、那果斯、杜瑪、達那胡德、他育、嘉馬鲁那等
地弘法。若果遇到當地無水源，蓮師即為當地開發
水源。若果遇到當地容易泛濫成災，即教之掘地引
走水源。並且將畢生所學之世間學問，如修橋、鋪
路、建築、天文、地理、醫術等，一一教授當地居
民。若遇毀壞「佛法」者，均以「普巴金剛」加以
降伏。

為什麼「普巴金剛續」會有如此大的威力
呢？因為修持「清淨之不共成就」(清淨之獨一無
二“密乘”速得成就法門)，就像遠行經商的旅途一
樣，由於路途遥遠，運送值錢之貨物，容易產生攔
途 截 劫 的危險。
「 普 巴 金剛續」
就 像 長 途護送之
侍 衛 一 樣重要，
而 且 愈 多愈好。
「 普 巴 金剛續」
不 單 “ 護法”眾
多 ， 而 且都是“
出 世 間 的護法”
， 極 具 能量、決
斷 與 智 慧。再加
上 「 普 巴金剛」
本身的龎大能
量 ， 因 此能降伏
極 大 的 魔怨，將
逆 境 即 時扭轉。
不 過 若 非由「守
戒 」 之 具福德者 蓮師於尼泊爾羊尼雪修「普巴金剛」成

由於蓮師遍走各地，印度之東、南、中、西
南、以至尼泊爾等地，弘揚「佛法」。當時之「外
道」(不信奉「佛法」之其它宗教) 導師心懷不忿，
於蓮師之飲食中下毒，意欲謀殺。由於蓮師不單懂
得「拙火」修持，可以迫出毒性，其修持之力甚至
可以將毒性轉為對身體有補益的物質。結果蓮師不
單死不了，相反更為「紅光滿臉」，尤勝從前。「
外道」導師不禁為之折服，全部皈依蓮師及修持「
佛法」。蓮師命令彼等到處興建或修輯佛寺，因而
令佛教大為興盛。以上為蓮師所化現的第五相狀--「尼瑪奧瑟」上師之事蹟，其形相為身穿著瑜珈裝
束、下圍虎皮裙、墊坐獸皮、右手持三义天杖，左
手以“期克印”持「太陽光」，菩薩坐姿。…
(待續)

就之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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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精華

空性---非有非空 (1)
啤嗎哈尊阿闍黎主講
杜秀珠筆錄
(主講日期：2003年3月8日）

簡介
好歡迎各位的來臨，我們今日所講的「佛法」，是釋迦牟尼
佛在二千五百年前，他「成佛」之後，以他真實的智慧與及
悟證所觀照出來的一些真理。他說法四十九年，在很多的《
經》裏，不單講了很多「宇宙觀」與及一些人生的真蹄，亦
講了很多可以令我們能夠「脫離輪迴」的一些方法。他最終
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能夠跟著這些「修行」的方法，脫離所
有的牽引力，不再受這些牽引力的掣肘，不再在此痛苦的苦
海裏不斷流轉。
但是在現今來說，仍然有一大部份的人對「佛教」產
生誤會，覺得它帶有迷信的色彩。究竟怎樣才算是迷信呢？
究竟佛教的道理是迷信抑或是一種真理呢？抑或是某些宗教
所講的一些信念，反而是迷信呢？ 我們在今堂的講解裏，
將會有一個答案。

迷信與真理
其實講到迷信，我們應該有一些定義。「迷信」的定
義是「迷失於信念之中」。即是說，你在一個信念裏，你只
是「信」。你對這個信念的了解程度是極低的，或且是你根
本沒有一個「覺知」的存在。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為什麼我
們認為是真理呢？主要的原因是裏面有一種「知」與「覺」
的存在。他所講的，全部是一種真實的道理。他會很清晰地
告訴你，是什麼原因，引致這種道理。他的道理，會給與你
空間，去運用你的智慧，去了解和引發你的智慧。我們會詳
細地解釋這些道理，令你們更加詳細地了解釋迦牟尼佛所講
的，確實是一些「真理」。
第二個定義通常說，「迷信」是指這一個信念根本不
是真的。如果我們說它是「真理」，表示它是真實的，並不
是虛假的。在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文裏，分為兩種。一
種叫做「了義」，即是最徹底的，是真實的。一種叫做「不
了義」，即是用一個比譬的方式，或者是「相對」的方式去
解說，但不是最徹底的，也不是真實的。只能說是最接近真
實的情况，這種解說，我們稱為「不了義」。
釋迦牟尼佛用這兩種方式來解釋「真理」，主要的原
因是我們眾生的智慧，全部都是有限度的。我們的所有思
想，全部都有局限的。由於我們一出生，就不斷地有很多概
念給予我們。這些概念就是規範我們思想的繩索。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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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知識範圍，大部份都是「相對」的，但是我們
自己以為它是「絕對」的。這些概念成為我們去了解
一些真理，或且真實智慧的重要障礙。釋迦牟尼佛為
了令我們更容易地明白一些道理，他使用了當代時空
最常見的東西作為一些比喻，我們稱之為「不了義」
的講解方式。當我們明白之後，再進一步講一些最徹
底的教法，我們稱之為「了義」的講解方式。
第三個定義，我們認為如何才算是迷信呢？就是
說，這種信念，沒有一個徹底脫困的方法。 譬如說，
其它宗教，它們極其量只可以帶你去到「天界」。「
天界」並不是一個永恒不變的界別。即是說，將來福
盡之後，你仍然會再輪迴在「六道」之中，它並不是
一個徹底脫困的方法。而佛法，它能夠展示一些真正
徹底脫困的方法。有很多人認為，這是你「佛教」自
己界定的，是你自圓其
說的。但事實上，如果
你認真地去了解佛法的
道理，你會知道，它事
實上真的是一個脫困的
方法。
第四個定義，「
迷信」是指這個信念，
它沒有任何例證。或者
就算是有，都只是片面
的例證，並不是一個很
完整的例證。譬如像某
些宗教，在還未有科學
證據之前，它認為我們
的地球是平的，是四方
的。從前它是這樣說
的，後來給科學家證實
並不是真的，地球是圓
形的。這個證明它的例
證是片面的。在佛教裏
的例證是很多的，並
且不斷被科學證實是真的，這一會的課堂會詳細的講
解。
第五個定義，「迷信」是指這些信念，犯駁的
地方很多。例如某些宗教指地球是方形的，世界是上
帝所創造的等等。而佛法是很「圓融」的，它告訴
你，世界是由各種條件配合下自然組合而成。佛法「
圓融」的原因，是因為它來自釋迦牟尼佛真實的智慧
觀照。釋迦牟尼佛只是將這個宇宙萬物的所有一切現
象，根據實情告訴給我們知道。並且因為慈悲心，告
訴我們一些方法，究竟怎樣才能夠脫離這些牽制。釋
迦牟尼佛告訴我們，所有一切萬物，都是一種經常變
遷的現象，所以是「幻象」一般的不真實。從這個「
真理」入手，我們就可以脫離這些牽制。釋迦牟尼佛
只是講了一些實際的情況給我們知道，並非想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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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迷信」。更不是為了令我們相信他的道理而「弄
虛作假」，說是由他來創造的。

宇宙觀 –宇宙的數量
釋迦牟尼佛一開始出來講《經》的時候，他講「
小乘」的教法。他講《阿含經》，裏面大部份是一些
「宇宙觀」。在我們現今的科學來看，屬於一些對宇
宙的解釋。佛法是怎樣去看這個宇宙的呢？從這些了
解之中，我們可以知道，釋迦牟尼佛的智慧，究竟達
到怎樣的程度。
釋迦牟尼佛一開始就說，我們宇宙的數量是無窮
無盡、無邊無際的，是多得很的。在《大乘起信論》
裏說：「虛空無邊」。即是說，這個虛空界，我們有
時稱它為「法界」，是
無窮無盡的，世界是無
盡的。即是說，我們的
宇宙多得不可勝數，是
永遠都數不盡的，根本
沒有一個數目。
由於我們生的智
慧是有限度的，我們的
概念裏面存在著很多個
限度，所以把一切事物
設計成「有限的」。譬
如由零到一百、到一千
億、或者是幾多億為最
多，事實上數目是無限
的。譬如你要講一個數
目字，那一個是代表「
無限」呢？在數學上說
不出來，只好給它一個
符號代表「無限」。
事實上在佛法裏
面，釋迦牟尼佛說，世
界多得無窮盡，而眾生也是多得無窮盡。現在我們看
一看科學怎樣說。在科學裏面，分開幾類人的看法。
有一些科學家相信「宇宙」只有一個，有一些相信有
很多個「宇宙」，也有一小部份相信有無窮無盡的「
宇宙」。
現在我們看一看，在科學裏面，有一個十七世紀
的法國數學家，布列斯‧巴斯卡。他所說的，非常接
近佛法。他說：「宇宙是無窮盡的，處處是中心，無
邊亦無際」，這個說法也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事實
上宇宙是無窮無盡的多，而且沒有邊際。......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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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巡禮

王舍城 之靈鷲山
鄭毅文

王舍城 (佛陀常住及說法之聖地)

住在王舍城附近村落的舍利弗 (Sariputra) 與目
犍連 (Moggallana)，年輕時是有志求道的一對好朋
友。為了尋找“無上的解脫之道”，他們走遍了
整個印度，最後都是失望而回。因此，二人許下
承諾，若果任何一人先尋得“無上正法”，一定
馬上通知對方，共同修行，同證菩提。一天，舍
利弗在路上遇到了前來王舍城托缽乞食的阿說示
尊者 (Assaji，又名馬勝比丘，乃“佛陀”初轉法
輪的“五比丘”之一)。由於受到其莊嚴與安詳的
威儀所懾服，於是舍利弗懇請阿說示尊者開示教
說。當時阿說示尊者便誦出了在佛教史上有名的
《因緣偈》：

王舍城 (Rajgir) 是“佛陀”住世時，恆河以南
强盛的摩揭陀國 (Magadha) 的首都，現在已成為廢
墟。王舍城古名 Rajagrha，原意為 「王的居所」
，位置在現今印度東部比哈爾省 (Bihar) 境內，距
離西南方的菩提迦耶 (BodhGaya) 約90公里，距離
西北方的巴特那 (Patna) 約103公里。由於當時摩
揭陀國頻婆娑羅王 (King Bimbisara) 的英明領導和
政治遠見，使王舍城成為當時北印度宗教改革運
動的根據地，很多「沙門團體」(修行團體) 都選擇
在王舍城境內修行及遊化。

舍利弗與目犍連的皈依
諸法因緣生
是生滅因緣

“佛陀”住世的時候，一生中有十數個雨季的
長時間，都長駐在王舍城講經說法。“佛陀”早
期重要的入室弟子，如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
等，均於王舍城內“皈依”。
蓮花海第6期

法亦因緣滅
佛大沙門說

舍利弗聽聞此偈後，當下遠離塵垢，得“法
眼淨”(能夠清晰區分“正”法與“邪”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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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安居”期間，除了竹林精舍外，另一個常常居
住和說法的地方，就是靈鷲山。靈鷲山名稱的來
源說法不一，有說是由於山上常有鷲鳥棲息而得
名。另有一說是因為山上有一塊形狀酷似鷲鳥頭
的奇岩而得名。在靈鷲山山腳下有一座現代建造
的白色牌坊，左右兩邊分別寫着「多寶山佛舍利
塔」和「常在靈鷲山」兩行大字。穿過牌坊後，
可以見到「靈鷲峰」就在正前方的不遠處。
根據傳說，前佛今佛皆居此山。若“佛”滅
後 ， 則 “ 阿 羅 漢 ” 住 。 若 “ 法 ” 滅 ， 則“ 辟 支
佛”住。若無“辟支佛”住時，則“鬼神”住。
靈 鷲 山 既 是 聖 靈 所 居 ， 故 稱 為 靈 鷲 山 。諸 “ 大
乘”經典，亦多在此山中說，所以靈鷲山可以算
是“佛教”的聖山。

靈鷲山上酷似鷲鳥的岩石

知道已找到正法，於是立刻通知好友目犍連。不
久二人即相約前往竹林精舍，皈依在“佛陀”座
下。從此他們二人成為“佛陀”最得力的兩大弟
子，為“佛法”的傳播與僧團的發展作出很大的
貢獻。

佛陀在靈鷲山宣說的“大乘”經典
靈鷲山亦是“佛陀”開示一些重要“大乘”
經典的地方。包括“空宗”的《大般若經》五
會，“法華部”的《無量義經》、《妙法蓮華
經》、《佛說法華三昧經》、《悲花經》等“大
乘”經典。

王舍城境內和附近的聖跡
王舍城境內的聖跡包括“佛陀”宣說了多部
重要經典的靈鷲山。佛教僧伽的第一座精舍竹林
精舍 (Venuvana Vihara)，和佛滅後僧團第一次結集
經典的七葉窟 (Saptaparni Cave)。距離王舍城以北
18公里，就是那爛陀 (Nalanda) 遺址，是公元5-12
世紀印度佛教最興盛時期的佛教大學之所在地。

靈鷲山
靈鷲山 (Gridhakuta Hill)，在經典中常以「
耆闍崛山」稱呼，或稱「靈鷲峰」 (Vulture Peak)
，又有簡稱為「靈山」。“佛陀”在王舍城“結

靈鷲山上的「說法臺」之遠景

佛陀宣說“大乘”「空宗」的《大般若經》
共六百卷，講經的地方共計四處十六會。“四
處”包括王舍城的靈鷲山(五會)、王舍城的竹林精
舍 (一會)、舍衛國的衹樹給孤獨園 (七會)、他化自
在天宮摩尼寶藏殿 (一會)。著名的《金剛經》，又
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在《大般若經》十六
會中的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中，在舍衛國的
衹樹給孤獨園宣說的。
靈鷲山上的「說法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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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法華部”的《妙法蓮華經》，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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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在宣講《大般湼槃經》之前所說的一部重要
經典。經內提出了「開權顯實」、「會三歸一」
的思想；及「開、示、悟、入」“佛”的知見。
以“小乘”為方便權說，顯現“二乘”終究“成
佛”的事實，調和了當時“大乘”與“小乘”對
立的爭辯。並且融會「菩薩、緣覺、聲聞」三乘
歸為“一佛乘”，即融會“大乘”與“小乘”的
分別。

靈鷲山與提婆達多的叛逆
離靈鷲山山頂不遠之處，有許多小石窟。這
些石窟是許多於“佛”住世時的“大比丘”、“
阿羅漢”們所居住過的。而提婆達多 (Devadatta)

王舍城河畔

提婆達多的事蹟，依照現存的佛典記載，他
是在“五逆罪”中，犯了三項逆罪的大罪人。所
謂“五逆罪”，是指“弒父、弑母、殺阿羅漢、
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若犯其中之一，即墮“
無間地獄”，故又稱為“五無間罪”。[「無間地
獄」的特性：1. 無須經過“中陰身”等過渡期，
死後直入「無間地獄」；2. 所受痛苦一項接一項，
中間無間斷；3. 停留此地獄受苦之時間甚長，無
法以尚存之“福報”暫代，必須先受盡“惡報”
；4. 於此地獄經歴之痛極而死，死而復生，又再痛
死，如是痛極之“生生死死”永無間斷；5. 其痛苦
之“形狀”永留“心”內，難以間斷。即使只一
人留此地獄，無論此地獄有多大，其痛苦之“形
狀”仍然能遍滿地獄，並無間斷之空位剩餘。(見
於《地藏經》)]

靈鷲山腳下的牌坊近境

就是從這座山之頂峯，以滾落之石頭打傷佛足，
意圖謀殺“佛陀”，該處現在建有一小塔作為標
記。“佛陀”的兩大弟子，舍利弗與目犍連尚未
隨“佛”出家前，也是在這山頂的石窟中苦修“
外道”(“佛法”以外的教法)的教法。

提婆達多是“釋尊”在俗時的堂弟，從小就
喜歡和“釋尊”競爭。每事均落在“釋尊”之下
風，但他始終不肯服輸。當“釋尊”成佛，還鄉
省親以後，提婆達多也和“釋迦族”其他的王子
們，一同來到“佛陀”座下，成了“佛”的弟
子。
漸漸地，“釋尊”的肉身，經過四十多年的
到處弘化及奔波勞碌之後，已進入垂垂老去的暮
年了。教團的人數增加了很多，大多是由大弟子
們分別領導著各自的弟子。例如“頭陀行”(即“
苦行”) 的聚在一起，習“神通”的聚在一起，
喜“辯論”的聚在一起，善“多聞”的聚在一起
等等。
其中的提婆達多，佛經曾記載他是一位野心
家、陰謀家。由於他以王族身份出家，並且用功
修持，曾於山林苦修十二年、誦佛經六萬、富領
導才能、相貌威儀、具神通力，因此在教團中
聲望直迫“釋尊”。自命不凡的提婆達多開始

靈鷲山腳下牌坊的對聯(左)
靈鷲山腳下牌坊的對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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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身”受極苦，但仍“心”存貪欲；有些則陷
於“我執”，無法徹底解脫“生死輪廻”之困；
有些則因“身”受極苦而擾亂“心”之穩定，無
法進入“正定”與獲得“智慧”；亦有“心”尚
未 解 脫 ， “ 身 ” 已 因 不 堪 極 苦 折 磨 而 死亡 。 因
此“佛陀”開示：「徒然一味地自苦，對“解脫
之道”並無助益。“苦行”絕不是證入“菩提”(
成佛) 的直接“因行”(主要因素的行為)，也不是
非要不可的實踐方式。」
“佛陀”並未強迫其弟子跟隨，任由他們自
由選擇修行方式，因此在僧團中仍有很多人奉行
着 “ 苦 行 ” 。 提 婆 達 多 乘 機 向 這 些 人 提出 “ 佛
陀”的“中道”修行方式比不上他的“苦行”，
認為“苦行”才是最快速成就的修行方法，並且
定 下 嚴 苛 的 “ 苦 行 ” 規 則 及 戒 律 ， 號 召僧 團 中
以“苦行”方式修行的人跟隨他。結果有一大批
人響應他的號召，離開僧團，令提婆達多更加希
望滅除“佛陀”。

仰望靈鷲山

貪戀權力，欲假仗摩揭陀國年青國王阿闍 世 王
(Ajatasatru) 的王威，要求“佛陀”把教團的領導
權移交給他。卻遭“佛陀”當面拒絕，並且直斥
其非。
提婆達多未能遂其所願，便起了害“佛”之
心 。起初，他以金錢收買很多惡漢，叫他 們 行
刺“佛陀”。有一天，他知道“佛陀”在王舍城
的靈鷲山．欽婆羅夜叉的石窟中坐禪“入定”，
他就指派八個惡漢前來行刺。這八個惡漢，滿懷
著殺心而來。但一見到如日月之光的“佛陀”，
都失去殺意，而且驚懼起來。他們都給“佛陀”
的精神力所征服，被“佛陀”的威德所感動。一
個個的閉目合掌平伏在“佛陀”座前，擲去手中
的刀，皈依“佛陀”成為弟子。

一次，提婆達
多發現“佛陀”在
靈鷲山腳下經過。
他立即將大石塊從
山上拋下。雖然未
能把“佛陀”壓
死，卻使“佛”的
足趾流了血（出佛
身血）。事敗後，
提婆達多帶著跟從
他的“比丘”們，
脫離“佛”的教團
收藏於日本神奈川總持寺之提婆
（破和合僧），令
達多像
僧團進入分裂狀
態。提婆達多又活活打死了已證“四果”的蓮華
色比丘尼（殺阿羅漢）。成為在“五逆罪”中，
犯了三項“逆罪”的大罪人。其實即使“一逆
罪”，亦已可感招墮“無間地獄”的苦報了。

由於當時印度盛行“苦行”式的修行，可以
說 是“主流”思想，與“佛陀”所提倡的 “ 中
道”與“智慧”的修行方式，仍不斷爭持着。在
《 方廣大莊嚴經》中提到，“佛陀”對「 苦 行
林」中的「外道」修行者有深刻的觀察，亦長久
地 親身經歷“苦行”。發現那些“苦行” 者 即

依據《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七及《破僧事》
卷十之記載，結局是提婆達多想出一條可以貼身
謀殺“佛陀”的毒計，就是「爪毒傷佛」事件。
他將劇毒藏在指甲內，以“懺悔”為名，親身求
見“佛陀”。“懺悔”完畢後，“佛陀”默然不
語，不作回應。提婆達多借怒伸出兩手意圖爪
傷“佛陀”，因而與“佛陀”身旁的弟子糾纏起
來。糾纏間意外地用自己的毒爪，爪破自己的肌
膚。身中劇毒的提婆達多，正想急救自己的時
候，地下突然裂開一道裂縫，好像漏出地下沼氣

提婆達多投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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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遇熱燃燒般，噴
出烈火，火燒提婆
達多。提婆達多求
救於身旁的弟弟阿
難尊者 (Ananda)，阿
難尊者急呼“快快
皈依佛陀”。生死
關頭的提婆達多終
於從內心中生起至
誠的悔意，唸了“
南無”(即“皈依”)
二字，但已墮入裂
開的地縫中。

有摩訶迦葉尊者 (Mahakashyapa)，坐在本位上，
破顏微笑。佛陀知道這是迦葉尊者會心的微笑，
於是明明白白的告訴會上的大眾說：「吾有正眼
法藏，湼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
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從此大迦葉尊
者就成為了「禪宗」的第一祖，一直傳承到達摩
祖師為西天第二十八祖。達摩祖師東渡到中土，
宏揚「禪宗」教法，成為中土的「禪宗」初祖，
衣鉢五傳至六祖慧能，然後一花開五葉，使「禪
宗」的教法在中土廣泛流佈。

靈鷲山的地理環境和聖跡
沿靈鷲山，順頻婆娑羅王所修築的石級而
上，沿途可以見到一些“佛陀”時代的遺跡。例
如「王下乘處」，乃頻婆娑羅王下馬，上山朝
拜“釋尊”之處；以靈鷲山頂，“釋尊”在世時
的香室為中心，其下有洞窟群。這些洞窟是紀元
前五世紀，阿難及舍利弗等十大弟子禪坐修行的
地方。其中有「阿難窟」，相傳“釋尊”十大弟
子之一的「多聞第一」阿難尊者，曾於此處禪
修；「釋尊現神通石窟」，相傳當時尚未“證
果”的阿難尊者於石窟禪修時，被盤據於大石上
之巨大鷲鳥所發出之淒厲鳴叫所驚嚇。“釋尊”
了知阿難尊者內心的惶恐不安，因而以手穿過石
壁，撫摸阿難尊者的頭，以慈愛的言語安慰
他，阿難尊者因而得到身心安樂。

阿 難 尊 者 請
問“佛陀”有關提
婆達多的去向。“
佛陀”開示：「提
婆達多已入“阿鼻
地獄”(“阿鼻”
乃梵文，意即“無
間”)，將要受苦“
印度之苦行者
一大刧”(大約十三
億四千四百萬年)。
由於他在早期“皈依”時曾真心修行“佛法”，
所種福報，將會令他在受盡“阿鼻地獄”報後往
生“天界”，大約六十劫(大約60 x 1,679萬8千
年)。由於他臨終生起真誠的悔意，再加上他對“
佛法”的多聞及多修的記憶，雖然因謗“佛”而
無“佛”的指引，但亦因此減輕在“阿鼻地獄”
受苦的時間，只是“一大刧”，在報盡“天界”
之福後，將會修成“辟支佛”(“獨覺乘”，無“
佛”的指引)，“法號”名“南無”(就是他臨終時
的最後一唸)。」
愚星欲與日爭輝
弒師害佛破戒誓
破和合僧亂眾心
雖獲眾擁又何如

自命不凡“我執”行
苦行為名“法執”堅
害己誤人“法流”損
“因果”臨時地獄煎
(啤嗎哈尊題)

靈鷲山與中土「禪宗」的因緣
靈鷲山在「禪宗」的傳承史上，是一個重要
的地方。在《大梵天王問佛决疑經》內說：「大
梵天王，以金色菴摩羅花供養釋迦牟尼佛。佛陀
「拈」着金色菴摩羅花，而目光却向左右在會的
大眾掃射。大眾茫然，不解佛陀的用意所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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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聚賢聖者住
迦葉微笑獨心知
阿難禪修驚鷲囂
世尊穿巖手輕撫

拈花示意眾不解
禪宗始祖誕此時
心亂神馳不自持
聖語療心定無疑
(啤嗎哈尊題)

靈鷲山東北，聳立著第一峰，山頂有阿育王
建 立 的 第 一 號 佛 塔 遺 跡 。 以 前 此 峰 也 稱為 象 頭
山，是供奉鎮守王舍城的蛟龍神：金畀羅神的地
方。靈鷲山西側聳立五峰之一的雷特納山，傳說
是“佛陀”宣說《妙法蓮華經》時，多寶如來出
現之處，也稱多寶山 (Ratnagiri Hill)。一九六九年
日本山妙法寺藤井日達上人，在其山頂上建立了
一座「世界和平塔」 (Vishwa Shanti Stupa)。

舍利弗尊者像(2)

舍利弗尊者像(1)

目犍連尊者像

「巴利文」《法句經》第216偈：
從渴愛生煩憂
離渴愛無煩憂

從渴愛生恐懼
何處再有恐懼

再往上走，是一塊狀似鷲鳥頭的岩石，靈鷲
山 亦是 因此石而得名。登上石楷之後，就 是 相
傳“釋尊”於此說法無數的著名「說法台」。其
實是西元五世紀時期所建造的佛塔遺址。無論“
顯密”信眾，均前往此地作禮拜、供養及修法。

「世界和平塔」

阿難石窟之隱蔽處

阿難尊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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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小貼士

靈鷲山上的「說法臺」及鷲鳥石

靈鷲山入口之石碑

陸路交通

前往「王舍城」的途經

巴特那 (PATNA) 機場有定期巴士或出租車直接前
往王舍城，路程大約是103公里(Kms)。

航空交通
沒有飛機直接前往王舍城 (RAJGIR)，必需乘飛機
前住印度首都德里（DELHI），然後搭乘內陸機往
巴特那 (PATNA)，由巴特那轉乘火車，巴士或出
租車前往王舍城，路程大約是103公里(Kms)。

鐵路交通
從巴特那 (Patna) 乘搭德里~加爾各答 (CALCUTTA)
綫的火車，在BAKHTIYARPUR站下車，再
轉乘另一綫火車到王舍城站，從巴特那往
BAKHTIYARPUR的路程大約是36公里(Kms)，從
BAKHTIYARPUR往王舍城的路程大約是67公里
(Kms)。
蓮花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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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四聖日」的殊勝功德

藏傳佛教的「四聖日」--「功德」增長一千萬倍的由來
敦珠佛學會

根據藏傳佛教的說法，在佛陀佛行事業的四大殊勝
日，卽「四聖日」做作「善業」，其「功德」會增長
一千萬倍。「四聖日」以藏曆計算，分別為：

佛陀於三十五歲時，
於菩提加耶的菩提樹
下，「金剛座」上證取
「無上 正 等 正 覺 」 （ 即
是「成佛」），時為
四月十五日。事緣佛陀
為追求「無上解脫」之
道，在尼羅禪河邊的
苦行林與追隨他的五位
侍 從 修 「 苦行」。佛陀
後來覺悟到「苦行」並
非「解脫的究竟之道」
，在接受了牧羊女的乳
靡供養，恢復了體力之後，前住菩提加耶，在菩提
樹下「金剛座」上，立誓不成「正覺」（即是「成
佛」），不離此座。最後在四月十五日中夜，降
服魔軍，在黎明時分，成「無上正等正覺」。這
一天，亦被認為是佛陀入胎及涅槃的聖日，亦稱為
「三重節」。藏傳佛教定為「四聖日」之二。

1 佛陀顯現神通降服外道的「神變日」
（Chotrul Düchen）– 正月十五日
在 西 藏 的 曆 法 中 ，
「正月」被稱為「神變
月」。正月初一日起至
十五日止為「神變節」
。傳說當佛陀四十歲
時，印度婆羅門教在舍
衛國的六師外道，由於
感到佛教的興盛對婆羅
門教構成威脅，於是向
佛陀挑戰比試「神通」
，以求定出佛教與婆羅
門六師外道教法的高
下。佛教雖然從來都認
為「神通」不敵「因果」，而「神通」的示現亦與
「修行」之「究竟解脫」（即是「成佛」）毫無關
係。但是佛陀為了攝服六師外道，令他們皈信佛
教，於是欣然接受挑戰。這場「神通力」的較量，
在正月初一日至正月十五日舉行。佛陀在每一天示
現不同的「神變」，最終於正月十五日攝服六師外
道，令六萬婆羅門教徒皈依佛門。在整整十五日的
「神變節」中，以最後的一日，卽正月十五日最為
殊勝，是為「神變日」。藏傳佛教定為「四聖日」
之首。

3 佛陀「初轉法輪日」
（Chökhor Düchen）–六月四日
佛陀在成「無上正等正
覺」之後，想起了昔日
一同修「苦行」的五位
同修，於是想將自己
悟得之「究竟解脫」的
真理向他們宣說。在六
月四日，佛陀在鹿野苑
重遇這五位同修。這五
位修行人認為佛陀放棄
「苦行」，是墮落的行
為，約定不理啋他。但
是，當佛陀行近的時
候，他們被佛陀的相好
莊嚴及威儀所攝，放棄了之前的約定，於是佛陀就
為他們宣講了「四聖諦」，令他們心開意解，當下
證得阿羅漢果。這次佛陀在人間的第一次說法，是
為「初轉法輪」。六月四日為「初轉法輪日」。藏
傳佛教定為「四聖日」之三。

2 佛陀「入胎、成道及涅槃日」
（Saga Dawa Düchen）–四月十五日

4 佛陀「天降日」
（Lha Bab Düchen）–九月二十二日
據說，佛陀的母親摩耶夫人在一個月圓之夜，夢見
一頭白象輕觸自己的身體，醒來後就懷孕了。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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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殊勝日行善的功德
根據經書記載：在「殊勝日」行持念咒、行善、
頂禮、供養、供燈、放生、齋僧、持戒、修法等任何
善法，均有極大功德，而且由於「殊勝日」的加持作
用，所積聚的功德會呈「千百萬的倍數」的增長。至
於「殊勝日」的助緣力量為甚麽會這樣巨大而不可思
議呢？其原因有如下兩點：

1 宇宙能量的循環
我們一界薄地凡夫，一日未證得究竟解脫（即「成
佛」），便仍受我們所處身的宇宙的能量（外在因
素）和自身業力（內在因素）的影響。宇宙的能量
是循環不息的，就像我們處身的「六道輪廻」，生
滅不盡。我們處身的世界既然是一個「能量場」
（或俗稱磁場），能量的强弱便會依循一個特定的
規律「循環不絕」。故此在一些特別的「殊勝日」
，當「能量」極強的時候，便會做成特別的「
加持力」和「助緣」，令眾生於當日所造作的「善
或惡業」，以倍數增長。

夫人後來在「藍毘尼」園誕下了悉達多太子。七日
後摩耶夫人病逝，臨終前將太子交託給妹妹波波提
夫人撫養長大。悉達多太子在「成佛」後得知母親
摩耶夫人已往生忉利天，於是運用「神通」，升上
忉利天，為母親及諸天宣講「佛法」。著名的《地
藏菩薩本願經》就是佛陀在忉利天宣講的。後來，
在世間的王臣百姓和一眾聖弟子，因為懷念佛陀和
熱切祈求佛陀的教誨和指引，派遣目犍連尊者為代
表，上升忉利天迎請佛陀返回人間。於是，九月二
十二日，在印度現今一個名為僧伽施（Sankasya）
的地方，三度寶梯從天而降，佛陀在大梵天王和帝
釋天的護持下，從忉利天沿着天梯重返人間。是
日被稱為「天降日」。藏傳佛教定為「四聖日」之
四。

2 諸佛菩薩的功德凝聚
「殊勝日」一般來說都是為了紀念佛菩薩的出生或
佛菩薩所行持的特別功德。這些殊勝日是諸佛菩薩
功德的凝聚和能量的集合，於是對眾生形成了特別
的「加持力」。眾生如果與該位佛菩薩有心靈上的
相應，例如「修行」時所許下的宏願，便能得到有
關的佛菩薩，其眷屬及護法龍天等的「加持」，令
所作善業及修行的功德以「千百萬的倍數」增長。

功德增長的助緣
藏傳佛教認為，依「對象」、「動機」、「方
法」、「時間」、「地點」等特別因素去行持善業，
修行佛法，會獲得以倍數增長「功德」的助緣。在
此，「對象」是指「根本上師」；「動機」是指具足
「菩提心」；「方法」是指所造作的「善業」或「修
行」，如放生、供燈、持咒、修法等；「時間」在廣
義上指「佛法式微之時」，即現今的「末法時期」，
在狹義上指「殊勝的日子」，例如佛菩薩的降誕日及
「四聖日」；「地點」則是指特別殊勝和大量善緣
聚的地方，例如：佛出生、說法、成道、神變、天
降、涅槃所在的「佛跡聖地」。

「四聖日」的殊勝功德
藏傳佛教把釋迦牟尼世尊佛行事業最重要的四個
功德日列為「四聖日」，認為在佛陀示現神變、入胎/
成道/涅槃、初轉法輪及天降這四個殊勝的日子，因為
釋迦世尊宏法利生的巨大功德力、諸佛菩薩及護法隨
喜讚嘆的「加持力」、整體善業、和正能量的聚，
令眾生如果在這「四個殊勝日」做作善業或修行，功
德會以一千萬倍增長。換言之，如果在「四聖曰」持
咒一遍，其功德相等於持咒一千萬遍，如此類推。所
以，我們作為佛弟子，應該好好把握「四勝日」的殊
勝功德和加持力，精進修行及普作善業，祈能早脫輪
廻，早證菩提。

有關「時間」的助緣，根據佛陀的教誨，於
「末法時期」持守一種「戒律」，功德更勝於佛陀住
世之時，持守全部「戒律」。換言之，在人們强烈傾
向造「惡業」的時空，若能努力「斷惡行善」，例如
在「末法時期」廣修善業及修行，所積聚的功德將更
大及更有利益。其中的道理可以用以下譬喻說明：如
果點亮一盞燈放在陽光下，雖是同一盞燈，其光明比
不上放在黑暗處；在人窘困之時提供協助，比該人在
富有時向他提供協助有更大的裨益。此外，在殊勝的
日子廣修善行，由於諸佛菩薩及龍天護法的巨大「加
持力」所造成的助緣，所積聚的功德會以「千百萬的
倍數」增長。由此可見，「時間」的助緣，對修行和
積聚功德方面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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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陀羅尼經被」
啤嗎哈尊阿闍黎

生前的運用：

因此一般坊間的「陀羅尼經被」都無法準確印
製，但一般人亦無足夠知識作出判斷。

很多人都誤會「陀羅尼經被」要在死後才可使用，其實

(3) 保護：

「陀羅尼經被」的用途極之廣泛，現簡述如下：

有關「文武百尊」咒輪壇城排列的「密宗經
續」，達百餘部之多，敘述散亂。依怙主

功用：

敦

珠法王二世，花盡無數時間及心血研究，並且
配合其個人之修行「證量」，準確無誤地繪

(1) 除障：
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大大小小的障礙與煩

畫「文武百尊」咒輪壇城圖，贈予移喜泰賢金

惱。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內在的煩惱來

剛上師作護身之用。此「陀羅尼經被」，亦因

自「貪嗔痴」，必須以「修心」作為化解的方

依怙主

法。如果內在的「心」有良好的質素，只欠外

無誤的「文武百尊」咒輪壇城圖製成，因此能

在的煩惱及障礙難以消除，就可以借助「陀羅

夠發揮其最大之效用，保護使用者。如果盜版

尼經被」的除障功能。

複製，弄錯方向及位置，效果會相反。即使正

敦珠法王二世之功德，得以配合準確

確，若無對應此「經被」之特別修法「開光」
，亦難起作用。此「陀羅尼經被」由依怙主 夏

(2) 加持：
「陀羅尼經被」的壇城構圖，以一百個「文武

札(戚操)法王再次鑑定，由移喜泰賢金剛上師

百尊」的「心咒」，配合人體之「脈輪」排

修持「文武百尊」之特別除障法加以「開光」

列而成，與「文武百尊」壇城(佛國地圖)的相

，並非一般的坊間「經被」可比。

應位置連結，因此產生奇妙的磁力「加持」作

(4) 對症下藥：

用。由於依「脈輪」排列的「心咒」有一百個

「文武百尊」並非真的只有一百位，由於此

之多，而且要配合準確的「壇城」相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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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城」與人體「脈輪」之方位暗合，所以真

引來「救助的人」。但這種情况，並不表示

正的「佛、本尊」，再加入其眷屬及護法，數

「惡因」(即「惡的業力」)已經消除，只是因

量甚多，一如身體的細胞數量，以「億」為單

為先報應「善因」而押後「惡因」的發作。所

位計算。「文武百尊」壇城之力量極之龐大，

以即使得到「陀羅尼經被」的救助，此人仍然

因為它代表一隊「對症下藥」的軍隊，而並非

需要珍惜此得來不易的「暫緩空間與時間」，

單一的「佛、本尊」。由於「眾生」多生多世

以「懺悔及修行」之力化解這些「惡因」。否

累積無數「惡因」，與各方「冤親債主」的

則終有一日，再次面臨「惡報」。

「心力」糾纏，交織成一張龐大的毒網，與體

使用方法：

內之「脈輪」互相連結。「文武百尊」咒輪壇
城可以「對症下藥」地連結這些「脈輪」，逐
步清除「障氣」(即「惡的業氣」)。所以生前

晚上睡覺時、卧床時，將此「經被」蓋在身上或扣在被

即使無病無痛，亦可用之除障。死後之投生

子之上。方向跟據「經被」的「使用說明書」。如果用

路徑，亦依賴「文武百尊」壇城之連結力量，

作「鎮宅」，則掛於潔淨之牆上。

將錯誤的痛苦路徑及入口，由「文武百尊」把

真實個案舉例：

守及封閉。錯誤的痛苦路徑及入口數量極為龐
大，模式千變萬化，總之入口有幾多，「文武

有一位「敦珠佛學會」的學員，他的父親年事已高，

百尊」及其眷屬護法，就有幾多，同樣是「對

多病、身體虛弱。在廿多年前他的父親曾患肺癌，之後

症下藥」地千變萬化。

康復。2005年1月，這位學員的兄長，亦即是他父親的

(5) 如果「生前」出現下列情况，可以使

大兒子，因癌症病逝。如此大的打擊，令他父親的身體

用：

狀况更差。雖然癌症未有復發，但他父親的腿是曲的，

(a) 身體或精神出現毛病，經醫生診治，正在

不良於行，出入要用輪椅，最重要的是其腹部中之重要

用藥中

動脈血管內，有一個6-7mm的腫瘤(血管只有2-3mm寬，

(b) 精神恍恍忽忽難以集中、疑神疑鬼

但腫瘤卻大至6-7mm)。由於腫瘤太大，年紀亦太大，不

(c) 做每一件事都障礙重重，煩惱多多

可以動手術割除，而且腫瘤隨時會爆裂動脈血管，引致

(d) 多惡夢、壓力大、「冤親債主」的纏繞及

死亡。雖然腫瘤並無引致痛楚，但情况卻十分危險。大

追迫力大

約在2005年8月，他父親的身體日漸虛弱，經常夢見已

(e) 鎮宅。

死去之親人及其大兒子。在2005年9月，他的父親連續
6-7日失眠，日間有時神智不清，胡言亂語。那位學員觀

治病有两種，一是「物質」（身體），二是「精

察父親之病情，認為他在數日內就會去世。在失眠的第7

神」（心理）。必須由醫生正式診治，方可在「物質」

天早上6時許，這位學員見他的父親仍然輾轉難眠，終於

的身體上「對症下藥」；也必須運用「陀羅尼經被」，

下定决心，聽從移喜泰賢金剛上師的指示，替他的父親

方可在非具體物質的「磁場」及「精神」上「對症下

蓋上由「敦珠佛學會」印製的「陀羅尼經被」。蓋上之

藥」。就好像「一隻鳥有两隻翼」，方可飛行。缺去其

後，十分神奇，他的父親竟然不再「無故呻吟、喃喃自

中一隻，效果大損。

語」，一睡就6-7小時。之後他的父親不再夢見已死去之

(6) 因果定律：

親人，日間的「意識」變得清醒了，再無胡言亂語，而

上述情况，仍然不離「因果定律」。有緣得到

且睡得很好。從此每天晚上，他的父親都蓋上「敦珠佛

「陀羅尼經被」救助的人，就有如一般人遇到

學會」印製的「陀羅尼經被」入睡。直至現在(2006年10

困難，因以往的「善因」(即「善的業力」)而

月)，仍然生存，現年82歲。健康狀况比以前好，雖然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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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仍然存在，但進食、睡眠及精神都比以前好。

2. 使用方法：
最好在「病者」死亡前，以最貼近身體的形式蓋

原因：

上。若果在實際的環境或條件上並不容許如此，就
只好等待死亡後蓋上。愈早蓋上，愈能隔絕或減

「陀羅尼經被」上的「文武百尊」咒輪壇城圖，可以

輕一些「冤親債主」的纏繞及追迫。人在死時，亦

隔絕或減輕一些「冤親債主」的纏繞及追迫。其清淨的

是人生最脆弱之時，愈是受不起「冤親債主」的纏

磁場作用，令那位學員的父親，去除「脈輪」上的障

繞及追迫。但偏偏在最脆弱的時候，又是最多「冤

氣，因而延長壽命。延長多少，就視乎病者的障氣有幾

親債主」臨門之時，在你最弱的時刻討債。所以如

重，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陀羅尼經被」發揮作用。但

果因為世俗「小事」而放棄蓋上「陀羅尼經被」，

是否所有個案都一定成功呢？同一位學員的母親，廿多

將會是「亡者」的最大損失。若果「亡者」死後要

年前同樣患有癌症，之後康復。癌症因大兒子的去世刺

穿「壽衣」，最好在更換「上身」衣服時，用「經

激而復發(大約2005年1月)，中、西醫術均採用。她

被」蓋在「下身」。更換「下身」衣服時，用「經

認 為 「陀羅尼經被」只可用在「亡者」身上，怕「不

被」蓋在「上身」。換好之後，再重新將「經被」

吉利」，因而拒絕蓋上。結果她在2006年初入院，但

覆蓋全身，包括頭部。在「瞻仰遺容」時，可以稍

仍然拒絕蓋上「陀羅尼經被」，入院後一星期便死亡。

為將「經被」摺起，露出頭部，蓋棺前必須重新全

所以如果「心」內的「貪嗔痴」過重，質素太差，拒絕

身覆蓋。總之「陀羅尼經被」一經蓋上 ， 就 最 好

別人的救助，或者因誤解而抗拒「密宗」的救助方法，

不再離身。因為死亡後，乃人生另一「轉捩點」

就會失敗。有些人胡亂採用坊間的「鬼神符術」，與

之開始。在極之重要的時刻，不要令「保護罩」

「密宗」的救助方法互相抗衡，不尊重施恩的「文武百

離身或者中斷連結。「陀羅尼經被」必須隨「亡

尊」，亦會失敗或減輕其效力。同一個家庭，不同的成

者」入葬或一起火化，保護力方可一直跟隨「亡

員，有不同的抉擇，也有不同的結果。同一的身體虛弱

者」。如果是「生前」使用，病者因除障成功而康

狀况、同一的危險狀況，一個是臨危勒馬，接受救助，

復，但「經被」又因為長期使用而弄髒了，想清

因此獲救，延長壽命。另一個是到死都不相信，也不接

洗。這是可以的，但清洗之後，最好重新修持「文

受，結局是真的死了，然後由其兒子，亦即是我們的學

武百尊」之特別除障法加以「開光」。

員，替她蓋上。

3. 不 可 以 由 不 同 的 人 ， 循 環 再 用 同 一 「 經
被」：

死後的運用：

有讀者詢問，此「陀羅尼經被」可否循環再用。答
案是：「若非迫不得已，最好不要如此」。此「經

「陀羅尼經被」對亡者、死去的動物，其作用及意義，

被」一經某人或某動物用過，就會產生「連結」作

十分重大，因為前文已作解釋，所以於此不再多述。其

用。每一個人的「障氣」都各有不同，最好獨立使

他應該注意的地方如下：

用。在「經被」的角落上寫上名字，不要混亂。

1. 收藏方法：
此「經被」最好能夠供奉於「佛壇」上。若果並無
「佛壇」，就包好放在潔淨的櫃桶內，或者掛起作
「鎮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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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亡者(1)
敦珠佛學會
雖然陰陽相隔，但不是一了百了，更不應是愛莫能
助。事實上，你身旁身故的親朋戚友，以至不相識的
人，都極需要你的協助及援手的。或者，以下的一個
「瀕死體驗」個案能讓你了解一二。個案是記載於
《假如我死時，你不在我身旁》一書中，該書為 克莉
斯汀.龍雅可 所寫的。
“一位友人曾告訴我一個發生在高速公路重大車禍
的「瀕死體驗」。車禍中有人被證實多重骨折，且內
臟傷勢嚴重已瀕臨死亡。他發現自己的「意識」從身
體中上升，並開始視察車禍現場。在救護車到達後，
車禍現場交通完全停頓，他推測車禍相當嚴重。
此時，有一位婦人將車停在高速公路旁，並開始
「祈禱」。他立刻被她的「祈禱文」吸引過去，並發
現「祈禱文」帶給他力量。後來，救護人員竟可成功
搶救他，他又活過來了。

為了感謝婦人的「祈禱」鼓舞他活過來，出院後不
久他就去拜訪婦人，並向她道謝。婦人非常驚訝，也
記不起自己做了些什麼特別的事。而且，他是怎麼知
道她曾為他「祈禱」呢？而他又是怎麼能找到她呢？
原來當他的「意識」飄浮在車禍現場時，感受到她
「祈禱文」的慈愛與正念力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為了將來能夠答謝她的慈悲善心，他記下了車牌號
碼。
這讓我們認知到，如果我們對「往生者」有「愛」
並「真誠地」要幫助他們，可做的事很多。我們每一
個念頭或靈修，都能對「往生者」的「意識」造成正
面的影響，能釋放他們在「中陰身」時所面臨的痛
苦，或在他通往解脫之路上助一臂之力。”
對，可做的事真的不少，而你又做了多少呢？最重要
的是，做對了多少，才能令他們真的受用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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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陀羅尼經被 簡介
敦珠佛學會

「經被」的功用：
1.

保護罩：「陀羅尼」是「呪」的意思。將此「經被」覆蓋於亡者(包括畜牲)的身上，可令亡者立刻
得到最殊勝的「中陰文武百尊壇城」(亦名為「大幻化網寂忿本尊壇城圖」)所保護，不受任何干
擾、驚嚇，避免因失控而下墮「餓鬼、畜牲、地獄」等道。因為死後失去肉身的支援，只剩下結構
稀薄的精神身，十分脆弱。即使只是輕微的干擾，亦足以對亡者做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凡是剛剛死
亡的人、畜牲、以致身處任何道之命終眾生，都極之需要在這個階段得到強而有力的保護。而此經
被，是最殊勝的保護罩。

2.

加持的泉源：此經被的製作，由依怙主 敦珠法王(二世)親自設計及監製之「中陰文武百尊壇城圖」所構成。所有
壇城內之一百位「本尊」之「本尊咒」，均用咒輪及該咒之「種子字」組成，是「極密」及極具力的加持泉源，
並且由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仁波切親自鑑定為殊勝之法寶，並非一般的「經被」可比。

3.

功德凝聚：此經被之開光，並非以一般之「開光咒」作加持，而是修持藏傳佛教中最殊勝，「紅教」所獨有的「
大幻化網」傳承之《甚深勝義精華》(亦名為《摧滅金剛地獄唯一法印成就法》)，及《靜忿生起極略明顯修法》
，兩種極具加持力及凝聚功德之密法所加持開光，非常直接及具力，功德不可思議。西藏修持此法，有修四十九
日、七日、或祇修一日。清朝時，皇室信奉藏傳佛教。雍正皇帝將其雍和宮獻作密宗道場，以奉養喇嘛。每年修
超度法時，必厚禮敬迎紅教喇嘛主持法會，依「紅教」儀軌修法，加持若干「陀羅尼經被」。法會圓滿後，用以
頒賜二品以上之官員，受賜者均引以為殊榮。

藏傳佛教超度法 簡介
超度法，本為西藏密宗所獨有之度亡大法，且公認以紅教所修之「中陰文武百尊」最為殊勝。
藏密四大宗派，修超度法時，黃教以修時輪金剛或大威德金剛為主尊；白教以修勝樂金剛或密集金剛為主尊；花
教以修喜金剛為主尊，而紅教則以修金剛薩埵為主尊。（此處所用『金剛』一詞，並不與顯教護法之「金剛」同義，
而為藏密所奉諸佛「本尊」之名號）。
在漢土，因藏密傳入為時較短，故一般人多以為藏密之超度法，與顯教僧團所作之「放瑜伽焰口」、或「蒙山施
食」法事相同。其實二者實有不同的意義。
「焰口」一詞，本於《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餓鬼」為六道中之一道，腹大如有孕，口小如針鼻，每
一次食物到口都會突變為火焰，所以稱為「焰口」。本師釋迦牟尼佛為救度餓鬼，特別說咒以熄滅其火焰，使餓鬼得
食，此為顯教「焰口」法事所依據之義。故法事所度者為餓鬼而已。倘若亡者不墮餓鬼道，則法事之義不具。
藏密超度法，所修者為「三身」成就之法(「三身」-- 法身、報身、化身。指「佛」的三種顯現形式。) 無論亡者
投生「天、非天、人、或墮地獄、餓鬼、畜生」等六道，都並非徹底逃離輪迴的牽引。藏密超度法的主要目的是救助
亡者脫離輪迴、往生佛剎。若果未能成功，最低要求是令亡者投生「天、非天、人」等善地。故所度之範圍既廣，所
攝之意義亦大。

藏傳佛教 「 中陰文武百尊陀羅尼經被 」 郵購表格
姓名

「經被」郵寄地址

數量及計算
_______張 x

聯絡電話：
_______張 x
聯絡電話：

總計

HK$1,000/

HK$_____________

NT$4,000

NT$_____________

HK$1,000/

HK$_____________

NT$4,000

NT$_____________

合計 HK$ / NT$
(1) 香港及海外
請填寫下列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寄回本會會址：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4/F ，或者直接
存款：香港匯豐銀行「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戶口 ﹕579-2-006529。 敬請將存
款收條及表格傳真至本會號碼﹕(852)31571144，或者寄回本會，或者電郵至info@dudjomba.org.hk，電話：(852)25583680，收據將會寄
回 閣下之府上。香港匯豐銀行之匯款編碼 (Swift Code)：HSBCHKHHHKH，銀行地址：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eadquarter, Queen’
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2) 台灣 付款方法
請將所付金額匯款至「台北富邦銀行」(銀行代號012)仁愛分行，戶名：羅美玲，帳號：704210605166。匯款收據影本和捐助表格，請郵
寄「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171號12F之4」敦珠佛學會收，或請傳真至 (02) 6606-6914。如有相關問題，敬請電郵info@dudjomba.org.hk
信箱。台灣電話：0989273163。台幣計算方法：港幣 x 4倍。

印經的功德
佛經有云：「眾生無明愔伏，愚昧無知」，意指眾生不明白「緣起、因果」的真理，枉作錯誤的行為 (佛家
稱行為作「業」)，造作錯誤的行為，招感無謂的苦果，在輪回的洪流中升升沉沉，不斷重複生死，苦惱無盡。
慈悲的佛陀教導眾生「修行、守戒」才是解脫痛苦的徹底方法，而「佛法」的良藥自傳播以來，超越時間差
距，突破地理阻隔，遍傳至世界各地，流傳至今，全賴歷代祖師弘揚和經典流通，從以往到現在以至未來世，令
無量眾生得以聞教奉行，增長智慧，獲益無盡。
我們作為佛弟子，除了誠心信受，努力修持，並需盡一己所能，協助宣揚佛法。
「布施」有「財施」和「法施」之分，包括了「世間的福德」和「出世間的功德」。「布施」資財和知識力
量，屬「財施、才施」一類，可積聚世間福德善緣；而宣講佛理、協助弘法的「法布施」，既可種植菩提善種，
積聚解脫的資糧，同時亦可以流通「正法」，使更多的眾生早日離苦得樂，在「末法時期」的今天，功德尤其殊
勝無比，難以估量。對於在煩囂都市生活的人來說，施資助印和協助翻譯佛書，可算是現今最簡便，又能同時積
聚世間與出世間功德最廣的方法。
「敦珠佛學會」向來致力配合現代人需要，以扼要、科學和直接的手法演繹佛法的精髓，將佛經內艱澀深邃
的佛理，透過現代化的佛書、雜誌、影音光碟，令海內外善信同獲法益。現呼籲各界善長助印書刊、協助翻譯，
令「佛法」普傳五洲。本會由衷希望各界讀者發心，每月以「自動轉帳方式」支持我們的弘法事業。
本會為政府認可之「慈善團體」，收據可作「免稅憑證」。
現凡月供五十元以上，並圓滿十二期供款，本會將贈送由 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法王開光之「本尊掛
牌」，以及在本會每月薈供法會時，回向功德予各位功德主。此批「本尊掛牌」曾長期供奉於「敦珠佛學會」之
佛壇。詳見下表:

月供 / 一次捐款「助印、助翻譯」
贊助款項

紀念品

月供港幣50元 / 台幣200元
或一次捐款港幣600元 /台幣2,400元

贈送依怙主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開光之「本尊掛牌」一個
每月薈供法會總合回向功德
在《蓮花海》登名鳴謝

月供港幣85元 / 台幣350元
或一次捐款港幣1,000元 / 台幣4,000元

贈送依怙主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開光之「本尊掛牌」一個
每月薈供法會總合回向功德
特別法會「誦名」回向一次
在《蓮花海》功德欄個別鳴謝

月供港幣100元 / 台幣400元
或一次捐款港幣1,500元 / 台幣6,000元

贈送依怙主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開光之「本尊掛牌」兩個
每月薈供法會總合回向功德
特別法會「誦名」回向一次
在《蓮花海》功德欄個別鳴謝

月供港幣250元 / 台幣1,000元
或一次捐款港幣3,000元 / 台 幣12,000元

贈送依怙主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開光之「本尊掛牌」五個
每月薈供法會總合回向功德
特別法會「誦名」回向一次
在《蓮花海》功德欄個別鳴謝

月供港幣420元 / 台幣1,700元
或一次捐款港幣5,000元 /台幣20,000元

贈送依怙主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開光之「本尊掛牌」八個
贈送特別禮品
每月薈供法會總合回向功德
特別法會「誦名」回向一次
在《蓮花海》功德欄個別鳴謝

註：一次過捐款之「功德主」，將會在寄奉收據時一併致贈上述紀念品。「月供」之「功德主」，將會在每年之3月31日寄奉收據及一併致贈上述紀念品。

助印表格
捐助方式： □ 每月自動轉帳 港幣/台幣/美金          _________________   元，(「銀行自動轉帳表格」將會寄往府上。)
□ 一次過捐款，   助印金額：港幣/台幣/美金          _________________   元
□ 請勿刊登嗚謝
捐款收據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廻向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誠意致贈「紀念品」，煩請選擇，以便寄奉。
凡月供每港幣50元/台幣200元，或一次過捐款每港幣600元/台幣2400元，可選擇經
牌」一個（月供港幣100元/台幣400元，可選兩個，如此類推。）
本尊
蓮花生大士
觀音
藥師佛
時輪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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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
事業順利
聞聲救度
消除病苦
諸事順暢

數量

本尊
文殊菩薩
度母
大白傘蓋佛母
財神

個
個
個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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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怙主戚操生紀多傑寧波車開光之「本尊掛
祈願
學業進步
心想事成
遠離凶險
生活富足

數量
個
個
個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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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辦法(一次過捐助)
(1) 香港及海外
□ 支票：請填寫上列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寄回本會會址：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
4/F
□ 直接存款：香港匯豐銀行 「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戶口 ﹕579-2006529。 敬請將存款收條及表格傳真至本會號碼：(852)31571144，或者寄回本會，或者電郵至info@dudjomba.org.hk，電話：
(852)25583680，收據將會寄回 閣下之府上。「香港匯豐銀行」之匯款編碼 (Swift Code)：HSBCHKHHHKH，銀行地址：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eadquarter, Queen’
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2) 台灣 付款方法
請將所付金額匯款至「台北富邦銀行」(銀行代號012)仁愛分行，戶名：羅美玲，帳號：704210605166。匯款收據影本和訂閱表格，
請郵寄「台灣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171號12F之4」敦珠佛學會收，或請傳真至(02) 6606-6914。如有相關問題，敬請電郵info@
dudjomba.org.hk信箱。電話：0989273163 台幣計算方法：港幣 x 4倍。

嗚謝及廻向無盡功德予「功德主」

祝願 Archie Chan 居士

祝願 無名氏 居士

千喜萬福、心想事成

幸福滿盈、永除諸障

祝願 梁國傑 居士

捐助HK$5,000

捐助HK$5,000

功德無盡、佛光常照

每一挑戰、均是「修心」的機會，福
慧必至。

修心可令每一病苦轉為重業輕報，淨
業積福。

祝願 湯鎮祥合家

祝願 蔡珍娜 居士

福德齊聚、成就無邊

福厚無盡、德智齊生

捐助HK$3000

捐助HK$3000

捐助HK$10,000
聞妙法之音、掃俗世之苦
每一善行、均可避劫積福
心量有多大、事業就有多大
心能容多少、成就就有多少
慈悲所積聚的福德，足可掃除一切
障礙。
每一次修法，均可避劫積福，清除
惡業。
怨氣化作和氣，生氣變成朝氣，福
德必聚。
以「修心」應付每一逆境，智慧與
功德必可齊至。

祈願各位「功德主」：幸福滿盈、永除諸障
助印「蓮花海」功德主(港幣)
金佳殿佛具 ($1,000)，梁慧嫺 ($1,000)，均成陳氏工程有限公司 ($1,000)，梁馨文 ($1,000)，梁紹霖, 朱雁儀 ($975)，
廖頌音 ($780)， 陳琳 ($505)，陳建強 ($500)，羅美玲 ($500)，劉瑞瓊 ($500)，Ah Rock ($500)，麥珍美 ($500)，
Lau Yee Ching ($500)，陳麗霞 ($388)，陳千瑩 ($320)，鄭觀泰 ($300)，江啟祖 ($300)，黃嘉麗 ($300)，邵美美($300)，
何焯權 ($300)，林崇仁 ($300)，區秀嬌, 黎黛美, 黎海燕($300)，梁世昌($225)，霍展鵬, 黃惠玲 ($200)，羅婉華 ($200)，
李佩珍 ($200)，劉紫華($200)，湯瑞婷 ($175)，何傑強 ($125)，鄭美珠 ($100)，余國豪 ($100)，Lam Sai Leung ($100)，
Ms. Yeung ($100)，李莉英 ($100)，林漢勳 ($100)，陳桂揚 ($100)，黃潔玲 ($100)，余秉耀 ($100)，郭惠玲 ($100)，
Law Ngan Ching ($75)，謝賜根 ($50)，梁美雲 ($50)，Tse Bun Fu ($20)

捐助「弘法利生善業」功德主(港幣)
香港佛教圖書館 ($500)，黃美霞 ($500)，Fong Mi Har ($500)，Gabriel Tang ($325) ，林翠華 ($300)，朱惠勝 ($300)，
江啟祖 ($300)，仇琰達 ($300)， 陳美儀 ($300)，黃嘉麗 ($200)，陳麗霞 ($188)，
許培 ($100)，伍麗華 ($100)，王湘文 ($100)，Pammy Tse ($100)，Lam Sai Leun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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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佛教義理精深，實踐方法實用可行，但法門深廣，浩瀚如海，要略通
門奧實非易事。故本會以深入淺出之內容，出版佛學CD及VCD結緣流通。
同時編製《蓮花海》雙月刊，祈以誠懇之心，克盡綿力，使佛法精髓，得以
流通普及。
本會衷心希望 閣下支持出版《蓮花海》和各項弘法利生善業，發心
訂閱、捐助，同種善因。現捐助本會三百元或以上者，本會將贈送經依怙主
夏札(戚操)生紀多傑仁波車開光之「佛足印吉祥布」（28寸寬x33寸高）一
張作為紀念，數量有限，贈完即止。（本會為政府認可之「慈善團體」，捐
款收據可作免稅憑證。）
《蓮花海》初創，特別準備下列三項紀念品：A 由依怙主 夏札(戚操)
生紀多傑仁波車開光之「時輪金剛」貼紙；B本會開光盛典VCD；C由 松吉
澤仁仁波切開示之「普賢上師言教筆記」（五加行）VCD，免費致贈與廣大
讀者，與善信結緣紀念，數量有限，送完即止。請於2006年12月31日前填
妥下表寄回即可。

▲ 「時輪」即時間之輪，橫跨：過去、現在、未
來，不定及不依「十二因緣」流轉。
「時輪金剛咒牌」以梵文書寫而成，用以防止時
空凶曜、羅猴、地魔、仙人、毒龍、山神土地、
人世魔、鬼怪、遊方神祇等之損害，可息滅種種
違緣而不復生，是避凶趨吉的吉祥物。

付款方法：
(1) 香港及海外付款方法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敦珠佛學會國際有限公司」），請填妥下表寄回
「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4/F」，本會將盡快處理。

□

銀行入帳（存款匯豐銀行戶口：004-579-2-006529），收據及表格可
寄回本會或傳真至(852) 3157 1144。
查詢電話：(852) 2558 3680或者電郵至info@dudjomba.org.hk。
香港匯豐銀行之匯款編碼  (Swift   C ode)：HSBCHKHHHKH，銀行
地址：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eadquarter, Queen’
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戶名(A/C Name) :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2) 台灣付款方法
請將所付金額匯款至「台北富邦銀行」(銀行代號012)仁愛分行，戶
名：羅美玲，帳號：704210605166。匯款收據影本和訂閱表格，請郵
寄「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171號12F之4」敦珠佛學會收，或請傳真
至(02)6606-6914。如有相關問題，敬請電郵info@dudjomba.org.hk信
箱，電話：0989273163。台幣計算方法：港幣 x 4倍。

▲ 依照佛陀成佛聖地──菩提伽耶「金剛座」旁之
釋迦牟尼「佛足印」而製成之「佛足印吉祥布」
，彌足珍貴。

助印功德、索取 紀 念 品 、 訂 閱 及 郵 購 表 格
項目

事 項

索取： A
1

2

選 擇
□B

C 「五加行」VCD

□C

助印《蓮花海》雙月刊

一年海外

合計

□A

「時輪金剛」貼紙

B 「開光盛典」VCD

□

訂閱《蓮花海》雙月刊 (本港) 連郵費
3

銀碼

□一年 ($100) 由第____期開始
□平郵HK$180元

國內、台灣、澳門

台幣$720元

____份 x _______元

由第____期開始
___份 x _______元

連郵資
歐美各國等
4

□平郵HK$300元 □空郵HK$450元 由第____期開始

補購已出版之《蓮花海》期數，第____________期，每期____本，台灣____本 x 台幣$150（平郵）＝________元
香港____本 x HK$20（連郵費）＝________元，外國____本 x HK$80（空郵）／HK$50（平郵）＝________元

5

捐助「敦珠佛學會」之弘法利生善業

6

郵購本會產品表格

□

(1)

_____中文版 及 _____英文版

____ x _______元

(2)

_____中文版 及 _____英文版

____ x _______元

(3)

_____中文版 及 _____英文版

____ x _______元

姓名

總額

電話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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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彩印刷佛法雙月刊，以科學演譯佛法、以「西藏度亡經」
及「瀕死體驗」描述死後世界、準備方法及生命的意義
A Full Colour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Buddhist Bimonthly Employing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 in analyzing and illustrating the “world of after-death”, the preparatory
method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t applies and integrates the old wisdom and teachings of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with the new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near-death experiences”.

7-11 便利店
To be purchased at all convenience shops of Seven-Eleven
佛哲書舍 均有代售
and at the various shops of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Bookshop
香港銷售處
「蓮花海」及本會各類產品銷售處
1.

佛哲書舍

旺角

2.

佛哲書舍

銅鑼灣

3.

佛哲書舍

中環

4.
5.
6.
7.
8.

佛哲書舍
健美佛教文物中心
鎮山寶石行
太和佛具神樓中心
澳門文化廣場

元朗
灣仔
沙田
西營盤
澳門

電話
九龍旺角洗衣街 241 號瑞珍閣地
下(地鐵太子站A出口)
銅鑼灣摩頓台 21 號灣景商場21
號舖(地鐵天后站B出口)
中環干諾道中 63 號地下(中環地
鐵站A出口)
元朗安樂路 49 號 榮發樓地下
香港灣仔霎西街 28 號 F 舖地下
希爾頓中心L3第23號舖
香港西營盤德輔道西 229 號
荷蘭園大馬路32號G

23918143
28952890
34212231
24795883
28919089
60186183
28579977
(853) 305613

「蓮花海」銷售處
9.
10.

各大 7-11 便利店
香港青年出版社

北角

11.
12.
13.

蓮緣佛教文物流通處
田園書屋
博學軒

灣仔
旺角
旺角

14.
15.
16.

天地圖書
天地圖書
Nobletime Ltd

灣仔
尖沙咀
機埸Airport

17.

文星圖書有限公司

旺角

18.
19.
20.
21.
22.
23.
24.

長春藤書店
梅馨書舍
如來佛具中心
金佳殿佛具
十方緣佛具商行
天就行香燭
天就行香燭

元朗
旺角
灣仔
油麻地
德輔道西
皇后大道西
北角

25.
26.

寶蓮苑素食
寶蓮苑素食

上環
西營盤

27.
28.
29.
30.
31.

妙吉祥素食館
萬寶素食館
普陀美食
溢年報紙雜誌公司
魚王報灘

油麻地
何文田
上水
沙田
灣仔

32.
33.
34.
35.
36.
37.
38.

鄒記報社
洪記雜誌社
陳嬋記書報攤
徐記報攤
同心報攤
王記報攤
蘇記報社

彌敦道
旺角
上環
美孚
九龍自由道
美孚
美孚

39.
40.
41.

銀記書報社
祥發地產
一心豆品

灣仔
旺角
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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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渣華道82號二樓 (北角地鐵
站A出口轉左)
灣仔交加衍街18號地下5號舖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九龍西洋菜街 74-84 號 旺角城
市中心 905室
莊士敦道30號
彌敦道96號
Shop 5T059, HK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九龍西洋菜街南74-84號旺角城
市中心11字樓1105室
大馬路53號地下
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66 號 7 樓
堅拿道西18號地下
上海街306號地下 35868022
香港德輔道西237號地下
香港皇后大道西160號地下
香港北角英皇道1032-1044號福
昌樓3B地下
香港上環蘇杭街 69 號地下
香港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308 號地
下
九龍油麻地寧波街 31號地下
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67號A1
新成路131號地下
希爾頓中心 3/F 52號舖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18-20 號門
前 (南洋酒店對面)
彌敦道610 號門口
亞皆老街 24號
香港上環永樂東街65號地下右
蘭秀道15號地下
11A 地下
九龍美孚新村吉利徑15號地下
九龍美孚新村一期百老匯街23座
地下
柯布連道5號前面
弼街77B號地下
北河街街市MN131號地下

2564 8732
2833 6891
2385 8031
2384 4823
2866 1677
2367 8699
2152 1528   
2789 1030
2442 5689
2947 8860
2891 4313
2548 3366
2858 2026
2516 7852
2543 8981
2517 1178
2771 6217
2713 8867
2671 0123
2691 6247

台灣銷售處
「蓮花海」及本會各類產品銷售處
1.

佛哲書舍

台北

2.
3.
4.
5.
6.
7.

佛教書局
嘉南佛教文物
全德佛教精品
法界香雲
大藏宗教文物
法寶軒宗教文物

台北
台北
台北
桃園
台北縣
台南

電話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61 號 6 樓
612 室
台北市桂林路 41號2F
台北市酒泉街77號
台北市光復南路49號
桃園市永安路 417號
三峽介壽路3段205號
台南市東區裕豐街113號

(02) 2370 4971
(02) 2312 0529
(02) 2593 0915
(02) 8787 9050
(03) 347 3045
(02) 8676 2690
(06) 2990 932

「蓮花海」銷售處
1.
2.
3.

誠品書店
金石堂書店
PAGE ONE

(全綫)
(全綫)
(全綫)

歡迎致電或來函請購
60786920

2370 9118
9608 0046
2741 1698

2598 7963
2392 1694
9550 1368

Readers are most welcome to telephone us at (852) 2558-3680
OR
write to : Dudjom Buddhis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at
4th Floor, Federal Centre, 77 Sheung On Street, Chai Wan, Hong Kong.
地址 : 香港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4/F敦珠佛學會收
傳真 Fax : (852) 3157 1144
台灣通訊地址：台灣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171號12F之4
12F-4, No.171, Nan Jing East Road, S.4, Taipei, Taiwan.
電話 Tel : 0989273163    傳真 Fax : (02) 6606-6914
網址 URL : http://www.dudjomb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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