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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講授的「斷境施身法」是過去諸佛證得佛果所依
之義，歷代的成就者也以此作為本尊之修持。就外義而言，
「斷境施身法」是布施自己的身體；内義上則是作為一種斷緣。
於究竟義，「斷境施身法」則是斷除四魔、將一切違礙轉化為
順緣；並進而依此道了解虚空真實的本質─以此「開啟虚空的
口訣」，認知自己心性。在得到這個口訣以前，我們應先使自
己成為堪能納法的容器，所以要先接受成熟的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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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直貢噶舉的教主吉天宋恭所著的《金剛一意》：「密教
與經教的區别是灌頂，大乘與小乘的區别是發心。」灌頂中的
寶瓶灌頂，並非只是拿著寶瓶在受灌者頭上加持而己，它的真
實的涵義是在使我們了解顯空無别的本質。灌頂中的密灌頂則
是使我們了解心性本具的大樂與空性的體性無別，也就是了證
樂空無别的本質。智慧義則是依循次第而上，最終了解體性之
義。這些在隨後的講解中會再作詳細的解釋。總言之，灌頂的
目的在使受灌者心續成熟，了知一切皆是顯空的本尊之身。
接受灌頂時，了解灌頂之法的歷史來源甚為重要。《日
月和合續》：「若不了解所求之法的來源，對所修證之法將生
疑惑，不利於己。」因此我們首先講述般若佛母義的斷境施身
法源流。
本初法界的法身稱為法身普賢王如來；當以報身形相展
現時，則稱為報身界金剛亥母；住於玉葉淨土時，示現為綠度
母；在本覺覺力展現時，呈現的是黑色忿怒母。為調度一切眾
生，多刧以來在印度等地，則示現為人身相的空行母；之後，
經歷代轉世，在西藏降生為瑪吉拉尊，她也是斷境施身法的創
始者。過去諸佛以大悲的願力，為調度不同根器的眾生而展現
不同的化身。瑪吉拉尊以女性化身、修持梵行，並闡釋般若智
慧的本義調御眾生。問：在西藏為什麼没有女性活佛或仁波切？
西藏的護法酬補懺為何只有女魔而没有男魔？答：從究竟義而

言，當證得果位，菩薩即無男女之別。但是為
度化眾生，則化現不同的形相。
智慧空行母瑪吉拉尊出生在西藏南聚夏曲，
是鴨魯藏布江匯集之處，大約是現今札爾縣上
方的村莊迭。另一個傳說則是瑪吉拉尊出生在
察南縣附近的小地方迭，並在當地的山洞中修
行。在不同的經、續中都曾授記瑪吉拉尊的降
生，尤其是《文殊根本續》記載：「在教法末
期，於西藏北方的拉地，將有聖度母名字為主
的女性行者，示現瑪吉拉尊之相。她了證一切
生圓次第，時常往返山川各地墳場修持，教法
由此弘揚。」不僅在續部，在佛陀講授的《分
别清濁經》以及蓮師對未來救度眾生的授記篇
裡，也有對瑪吉拉尊的示現的授記。惟不僅僅
是授記，瑪吉拉尊確實示現，並成就一切修證、
廣行利益眾生之事業。瑪吉拉尊甚至前往西藏
痲瘋病傳染的地區，為當地病患消除病障，並
降伏天魔鬼道，展現如授記所言之修證量。
瑪吉拉尊出生時有許多吉祥瑞相。她出生
時全身潔姣、身相美妙具三目，並且不斷地念
誦「阿」字音。因為這樣的瑞相，她的名字迅
速傳遍藏地。她出生的之時，在印度的帕當巴
桑傑大師便接到空行的指示，得知這位空行瑜
珈女降生，大師立即以神通到西藏與她相見。
瑪吉拉尊自幼生性聰慧，閱讀和記憶能力均超
於常人。她在年紀稍長之後，因為不喜歡久居
於固定之處，所以經常周遊各地，最後前往印
度拜見帕當巴桑傑大師。瑪吉拉尊即將抵達之
際，帕當巴桑傑大師即由空行母處得知，於是
事先準備一個與自己位子一樣高的法座，表達
對瑪吉拉尊的尊重與歡迎。瑪吉拉尊不僅跟隨
帕當巴桑傑大師聽聞、學習教法，同時也與究
頓索南喇嘛學習。究頓索南喇嘛是帕當巴桑傑
大師的大弟子，也是有名的修證成就者。索南
喇嘛因為曾經罹患痳瘋病，因此有強烈的出離
心。索南喇嘛在帕當巴桑傑大師跟前學習佛法
之後，不但脱離病痛，並且在修證上也展現相
當的證量。

因為瑪吉拉尊天賦異稟，閱讀和記憶能力
超乎於常人，所以能過目不忘。她可以在一天
之内背誦一根針厚度的經文。因為平時唸誦經
典又快又準，並且可以在一天之内唸誦完畢
《般若經》，因此村人時常邀請瑪吉拉尊前往
唸誦《般若經》。而瑪吉拉尊唸誦經文時，即
理解證悟般若智慧的本義。雖然日後瑪吉拉尊
接受帕當巴桑傑與究頓索南喇嘛兩位大師的灌
頂與口訣，但這只是向世人展現她學習的過程。
於内證上，瑪吉拉尊的般若智慧早已自然生起。
瑪吉拉尊因為聲名遠播，所以有三位在聖
境印度修證神行足的行者也慕名前往西藏拜見。
瑪吉拉尊與他們見面時，憶起在印度的前世，
當下便直接以梵語和他們交談，三位行者因此
對瑪吉拉尊的修證更加尊崇，並進而請求瑪吉
拉尊傳授佛法。瑪吉拉尊教導他們斷境施身法，
之後由他們帶回印度，斷境施身法因此在印度
宏廣一段時間。瑪吉拉尊曾說：「所有佛教的
教法都來自印度，能將藏地的佛法傳回印度者，
唯獨我一人。」這表達瑪吉拉尊自身對斷境施
身法教法的信心。
瑪吉拉尊的傳承是結合的「斷境施身法」
與帕當巴桑傑的「息解法」的修證之法。「息
解」是滅寂、寂靜之意，主要是教導般若法的
涵義；而「斷境施身法」則是以真實修證的方
是，體證般若法的涵義。兩者其實應該分開、
不該混淆，但瑪吉拉尊將二者相融合。瑪吉拉
尊所傳授的教法如日、月般聖名遠揚。因為瑪
吉拉尊已體證般若真實義，所以修證斷境施身
法的當下，即降伏斷除四魔。在藏地可以看到
一般手拿鈴鼓、嘴裡唱誦施身法，到每户人家
乞討食物的乞者，但這不是了證般若本義、降
伏四魔之法。我們接下來的教授會從經教續部
的觀點，詳細地講解四魔的意義以及如何攝伏
四魔。
瑪吉拉尊傳法時曾授記十六位大弟子，以
及將持其傳承法幢的一百零八位弟子；這個教
法也將以經教、密教與經密合續的方式，使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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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義與修證教法留傳於世。經教的傳承是從
釋迦牟尼佛、文殊師利菩薩、龍樹菩薩、聖天、
帕當巴桑傑、索南喇嘛、到瑪吉拉尊。密乘的
傳承則是從法身普賢王佛母、報身金剛瑜珈母
以及化身聖度母、直到瑪吉拉尊。經密相續的
傳承，從印度到藏地的歷代上師，有直貢法王
貢噶仁欽、仁欽朋措法王的直貢傳承。另一是
從察欽希惹桑傑俱集兩個不同傳承，最後由蔣
揚欽哲旺波法王，一直傳到公佐仁滇。朗欽加
布仁波切同時擁有此二傳承。此次的灌頂與口
訣是來自於第二世蔣貢康楚仁波切，這個傳承
包括直貢、帕竹與加昂。另外，直貢噶舉對這
個教法只有密傳，並沒有特別地弘廣，其中最
有名的是直貢教主吉天宋恭所撰著的「古薩里」
簡短施身法。其他主要見於法貢噶仁欽與貝瑪
滇津的言教集。

雖然以布施身體的「古薩里」法十分簡短，
但是在瑪吉拉尊的自性道歌曾說：「修持觀想
布施自己的身體的法是累積資糧最好的方法；
修持布施紅白供是最大的供養；觀修以血肉佈
施是最好的除障法；觀修於屍陀林幽静處是最
好的道場；天龍八部是一切施主最好的對象。
施身法的見地本淨、離一切邊，没有任何教法
的見地與口訣可以與其相匹。」
這個教法的傳承與加持是從佛陀、經教、
密乘到現今未曾間斷、無有垢染；它的的口訣
猶如人的氣息，至今仍熱呼呼地保存著，能夠
聽聞如此甚深之法甚為難得。這是仁波切首次
在北美地區傳授斷境施身法，弟子們有機會接
受此灌頂是過去所累積的福德因緣，希望各位
應善予珍惜。

岡波巴中心記事
 朗欽加布仁波切於 2016 年 6-8 月間，再度應邀前往歐陸弘法，訪問俄羅
斯、瑞士、德國等國家，傳授《施身法》與《五毒自解》等教法與密續灌
頂。朗欽加布仁波切於 9 月間返台傳法，時值直貢瓊贊法王訪台，有幸拜
見、並參與法王所帶領主持之法會。11 月前往尼泊爾帕竹佛學院為小喇嘛
剃度，並為僧眾授課。
 敬安仁波切於 6 月間返台傳法授課，其間帶領台北中心弟子放送經幡、煙
供，並教授《密乘總義》等。仁波切所翻譯之《藥師七佛本願功德儀軌》
已於 7 月間付梓。
 堪布天津尼瑪於 2016 年 6-8 月，隨同朗欽加布仁波切前往歐洲弘法。堪布
回美後，每周固定為噶札西寺僧侶線上授課《一意》，帶領美國弟子共
修。
 感謝十方對仁波切佛行事業之贊助，並隨喜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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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一切輪迴苦海中的眾生生起強烈的
悲心，並願度一切眾生得證無上菩提，以此動

提心則是比較廣大。《律儀經》：「一個人從
思惟、言論或外在徵相上，均可分辨出是否具

機來聽聞《大乘精要》。

慈悲心。或由比量觀察，也可知此人是否為菩
薩。」《十善法經》：「有煙即可比量是有火，
有水鳥即可比量是有水。具有善心的人，可以
比量知其是否為具有菩薩種性之因。」由此表
達，真正的菩薩，在外相上已捨棄粗魯、卑劣
的言語與行為；對眾生均具有慈愛歡喜的心，
並且完全沒有欺誑的行為。因此由外相即可看
出是否具菩薩種性。

《大乗精要》是依循初善、正善、結善三
部分解釋。「初善」包括論名、頂禮的對象及
解釋頂禮。「正善」包括讚誦供養、造論誓言
及論文解說。正善」的論文解說又分為「總說」
與「分說」。「總說」如人體的軀幹，是以總
論的方式解釋。「分說」如人體的四肢，是以
分支廣解的方式解釋。在分說的部份，又分為
「基、道、果」。
「基」是講解眾生本具的如來體性，其為
何被遮障，及如何去除此遮障。「道」可分幾
個學習的方式：1、認知此道：首先要觀察與
了解善知識的性相，之後恭敬依止善知識並隨
其學習佛法。2、思惟此道：世間諸法無常，
不應放逸；了解人身難得，不應浪費此生。由
善業、惡業了解因果，而知輪迴過患，故不應
放逸於輪迴的喜樂。3、學習此道：包括皈依
三寶，學習守持戒律以斷除煩惱，以及修習菩
提心。
今天繼續講述道菩提心〈分說〉的部分。
菩提心是依於悲心而成。我們應具備何種
「因」，才能分辨是否具有菩提心的菩薩呢？
從一般的角度來說：不論是人道或旁生道都具
有些微的悲心。猶如旁生道對自己的小孩和伴
侶也有愛護之情，具有悲心。但佛法所說的菩

然而，是否僅由外相就可確認是不是菩薩
呢？。《十善法經》中解釋：僅由外相尚不能
成立，還需具備生起菩提心，以菩薩開顯種性。
菩提心開顯才能確定為菩薩。《十善法經》中
也提到：開顯所具之菩提種性須具備四種因。
1、依於接受佛法的教化，成為佛子，並對輪
迴產生強烈的出離心。2、當聽聞到圓滿佛果
時所生的嚮往，與聽聞到一切佛均源於菩提心
時所生的歡喜讚嘆。3、對處於輪迴痛苦中的
眾生產生強烈的悲念。4、生起欲現見或聽聞
佛陀的功德的心。也就是對過去一切的諸佛及
佛子產生強烈虔誠的心念，並生起強烈嚮往，
累積無量福德資糧。身為佛子，於無量劫對度
眾利生無任何憂惱，並以全部身心投入，才能
生起真實的菩提心。
能否具足菩提心〈或成為菩薩〉其差別在
於皈依。大乘的皈依包括特殊的四無量心及菩
提心，有別於小乘的皈依。
2016 年 12 月| 聞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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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乘、密咒乘所稱的勝義菩提心，其真
正的生起之因，是依止於上師、認知上師與佛
無別。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依於對
善知識的誠信、恭敬、供養，視善知識為怙主，
於其前學習，才能真實成為能納法的善器。」
依於前述的四種因，才能生起菩提的心。
如果沒有過去累積的資糧，不可能生起菩提心，
更不可能聽聞有關菩提心的法教。經典提到：
「不可能在牛走過泥地留下的凹陷的牛蹄印的
牛跡中尋獲寶物，只有在大海中才能找到寶
物。」如同這個譬喻，只有在過去累積無量的
資糧，才能產生真實的菩提心。《如來本智手
印三摩定經》：「如果沒有累積足夠資糧的善
根，是沒有機會生出菩提心，也無法聽聞到生
起菩提心的法教。」當逐漸累積善根，具備誠
信之後，才會漸漸生起菩提心。誠信地供養千
萬佛，可能生起菩提心，但也可能會衰損或無
法增廣。誠信地供養百千億佛，世俗和勝義的
菩提心都將增長、增廣。
以上一再解釋、強調：是否圓滿具足菩提
心的差別在於福德資糧。當福德資糧圓滿具足
時，將增長菩提心。福德資糧不完全具足時，
則菩提心仍會破損。因為雖然累積了些許資糧，
並有機會聽聞菩提心的教法，但未必能堪忍實
踐菩薩行，所以仍有可能破損。
除此之外，空性是菩提心佛法的最究竟義，
也就是所謂的「見地」。當福德資糧不夠具足，
真實究竟的見地則無法生起，所以必須圓滿累
積福德與智慧的資糧。世俗與勝義的菩提心應
相輔相成，也就是「悲空無別」。
因此，首先要依次第地累積資糧。當善根
具足，會有淺薄的發心，才能接受、聽聞佛法，
但並不表示可以立刻生起出菩提心。此後尚需
繼續累積資糧，才會有更大的發心，也才能接
受更深的教法。但這不表示可以增廣菩提心，
有時會因資糧不具足，因障礙而使我們捨棄佛
法。甚而無法了解佛法空性見地，當聽聞宣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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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行為時，無法承擔菩薩難忍的悲。也因
此，需要繼續累積更廣大的資糧，使發心愈來
愈增上，並有懺悔的心念，以及更強烈的菩提
心。此時，開始了解較深的佛法。然而，雖了
解菩提心的體性、境界。但卻無法進一步地使
心進入三摩定，這表示資糧尚未具足，仍須繼
續累積資糧。
當真實圓滿具足一切資糧時，不但聽聞理
解甚深的法教，也能真實地實踐、體驗菩提心。
此時，若是完全精進投入、忍受一切因實踐所
生的痛苦，這才是真正的法忍。此時，可遠離
一切障礙，再不受邪見圍繞。也許我們於修證
過程中，身心會出現些許障礙或疾病苦痛等，
則應以堪忍這些障礙苦痛來實踐自己的行為。
因此累積資糧非常重要。
生起菩提心所需具備的因緣：
1、當接受菩薩戒時，需供養三寶，向善
知識供花，清淨居處並以鮮花嚴飾。為使一切
因緣具足，在發願成為菩薩並發菩提心之初，
累積這樣的因以接受菩薩的戒律，在本論中一
再提述，非常重要。
《賢劫經》講述：過去有一個牧童只是供
養如來一種可以清潔牙垢草本植物的葉子。從
那一刻起，就種下他生起強烈菩提心的因。往
昔有一個織布人，只是向如來供養一小匹布，
也種下生起菩提心的因。另外也有人是供養燈
火、洗牙木等。也有一個窮人，因為身無一物，
見到如來時只是合掌而已，即生起強烈的悲念。
由此可以理解，這一切皆是累積對菩提心的嚮
往之因。
那是否只要有對菩提心的嚮往，即不需任
何供養，就成為菩薩？吉天頌恭認為：當具足
財富時，應供獻財富，才能生起菩提心。過去
的人並不富裕，但他們由內心真誠地以所有供
養如來。《賢劫經》：過去有一個國王，因為
供養琉璃宮殿及一切眷眾，使他生起菩薩行的

心念。《大悲蓮花經》：某位佛過去生，因曾
在自己身上，掛滿五百個燈供養如來，因而生
起菩提心。因此，每一階段之始，都應要誠敬
供養，才能真實得到菩提心。2、依於皈依三
寶發心。皈依佛，是皈依二淨圓滿的佛陀。二
淨圓滿是指法身清淨圓滿，以及報身捨俗圓滿。
捨俗圓滿就是離開一切煩惱、垢障，成熟圓滿
具足一切功德。皈依法是皈依法寶，也就是向
大乘的一切教法及修證與勝義菩提心。皈依僧，
皈依於僧寶，皈依一切登地菩薩。於此表達，
菩薩戒的皈依不同於一般共通的皈依。
《寶性論》：一般小乘的皈依三寶，是共
通的皈依。但仍不究竟，其可遠離煩惱障、得
證阿羅漢果位，但未能達證功德圓滿之佛果位，
所以不是菩薩戒的皈依，仍需再修證，故應皈
依最究竟功德圓滿的佛陀。如同以船渡河，渡
河之後船最終仍要被捨棄。皈依只是一個過程，
仍非最究竟。同理，小乘是帶領我們走向解脫
的道路，但是還未達到最頂端最究竟。我們尚
須繼續，直至達到究竟。只有皈依佛陀，證得
十地菩薩，才達證得圓滿佛果。
《寶性論》中一再強調：唯一法身的佛陀，
才是真實究竟的皈依之處，其餘皆非究竟。為
何要皈依法身？因為法身是無盡、不變的，離
一切垢障，所以是唯一的皈依處。身為佛教徒，
從最初的皈依到最終的了解法本俱的體性，唯
有理解法的勝義、無生的本體時，法身就是最
究竟的皈依。因此，皈依由思惟、對境、時間
上得不同，可以分別究竟的皈依或與共通的皈
依。在皈依的時間上，究竟皈依是從此到達證
圓滿佛果之間。
3、四無量心是：「願一切眾生都能得樂，
願一切眾生都能離苦，願一切眾生都能具足歡
喜，願一切眾生都能具足平等捨」。此四無量
心均具足慈心與悲心：願一切眾生都能具足歡
喜」就是慈心；「願一切眾生都能離苦」，就
是悲心。四無量心以慈心與悲心為作代表，吉
天頌恭在《大印五支證道歌》中，首先就是以

慈悲心修證，最後以菩提的心圓滿成就佛陀。
另外，《解脫經》：「願一切眾生脫離一切苦
難。」是表達一種悲念，「願一切眾生處於法
樂。」是表達處於法的體性中之樂。以此為基
礎，最終圓滿菩提心。
4、視自己的善知識如佛陀般。菩提心是
佛最究竟的內義，所以只有視善知識為佛，才
能理解佛最究竟的真實義，使自心與佛意融為
一體，才能真實生起菩提心。
當此四種因緣具足時，菩提心才能完全生
起。《三寶云經》一再講述這四種因。經典中
也一再強調應「視善知識為佛」，才能真實生
起菩提心。如果只視善知識為菩薩，也圓滿生
起菩提心，何況視善知識視為凡夫，菩提心則
完全無法生起。
而菩提心的次第是由「世俗菩提心」的願
菩提心、行菩提心開始，再到「勝義菩提心」。
《莊嚴經》：「當具願菩提心，已接近三世諸
佛。若行菩提心，已接近一切法及其所遍佈之
境。當勝義的菩提生起，已與佛無別。」從勝
義而言，一切三世諸佛本具的體性無別。當證
得本具的體性時，即為勝義菩提心。當具有堅
固的願菩提心時，三界圓滿，欲求一切善法的
強烈心念循環不間斷，而直接為行菩提。這樣
的行菩提，其所行一切皆為菩薩之行。《入菩
薩行論》：「即使在虛空中，任何須臾，均不
間斷地累積增長善根，如同虛空廣集善業。」
菩提心所具功德，《現觀莊嚴論》是以二
十二種功德方式解釋。
1、如大地般：菩提心能使一切白善法，
如大地般生出各種糧食作物。
2、如黃金般：表達菩提心如黃金般，直
至菩提不會改變。金子埋藏在地底，本質永遠
不變，不像其它的物質會變質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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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初月般：表達菩提心如上弦月般，
逐日增上。

15、如國王般：表達如佛的宿世神通，能
知眾生的過去與未來，力無有礙如國王。

4、如火般：表達菩提心如火燃燒般，能
焚盡一切垢障。

16、如寶庫般：指福德、智慧資糧圓滿，
如儲滿寶藏的倉庫。

5、如寶藏般：形容菩提心如地底的寶藏，
能圓滿吾等眾生的願望。行者佈施到彼岸，能
滿眾生願。

17、如大道般：菩提心是一切佛子達證佛
果的道路。

6、如寶源般：藏文中「寶源」是大海的
意思。一切寶物都是由海中而生，表示行者持
戒到彼岸。持戒是一切功德之所依，也就是一
切功德都由持戒而生。

18、如寶車般：菩提心如寶車般，引領眾
生解脫，不墮生死輪迴、涅盤。
19、如水渠般：表達聞、思、修已達證圓
滿，聽聞法教源源不斷。

7、如大海般：菩提心如大海，雖然表面
波濤洶湧，但是海底卻是紋紋不動。忍辱到彼
岸能堪忍一切逆緣，也如大海能涵納一切外來
的垢障。

以上一到三屬於資糧道，是初發心的功德；
四屬於加行道，是行心的功德；五到十四屬於
見道與修道的功德，十五到十九屬於佛地的功
德。

8、如金剛般：菩提心本來具有，如金剛
般不可摧毀、破壞。表示行者精進已到彼岸。

20、如音樂般：表達揚佛法如妙音，甚深
廣大。

9、如山王般：菩提心如須彌山王般，
〈散亂〉不可動搖。表示行者達禪定已到彼岸。

21、如大河般：表達自利、利他如大河般，
是無有任何間斷，利己也可饒益眾生之需。

10、如良藥般：菩提心如良藥般淨除一切
病苦，表達行者智慧已到彼岸，煩惱垢障盡除。

22、如浩雲般：法身如虛空，色身則如浩
雲般，為利眾生降下法的甘露，救度一切眾生。

11、如善知識般：菩提心如善知識般不捨
眾生，利他渡眾得證佛果。表達行者方便到彼
岸。

寂天菩薩云：「為利眾生故，堪忍百千的
苦難。為度眾生故，為滿眾生所求之樂，不應
捨棄菩提心。」《龍王請問經》：「龍王向佛
陀釋迦發願，願我恆時得以聽聞佛的菩提心要。
願我於修證時，得不愚昧令智慧增上，願我於
善業道上，得生智慧。願我生起慈悲心。各位
弟子亦應如是發願。」

12、如如意寶般：菩提心如如意寶般能滿
一切眾生之願。表達行者願到彼岸。
13、如日般：菩提心如日般能成熟一切作
物，成熟所化。表達行者力到彼岸。
14、如歌聲般：表達如歌聲般，依眾生之
根器開示不同的法教。表達行者妙智到彼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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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地道的方式解釋菩提的發心：《現
觀莊嚴論》是由五道十地的角度解釋發菩提心，
分為誠信發心、增上清淨發心、成熟發心、捨
障發心四種方式發心。於資糧道累積福慧資糧、

加行道再增上，是稱為「誠信發心」。此時，
雖已生起世俗菩提心，但對究竟勝義的菩提，
也就是究竟勝義空性，尚未有真實的理解，只
有誠信而已。於見道〈七地〉時，則為「增上
清淨發心」。但只是假名安立。根本位時，以
平等心入定，一切染污識盡除，不再生任何障
礙。於後得位，雖然有些許垢染，但無有影響。
所以是增上清淨發心。於修道〈八地到十地〉
是「成熟發心」。此乃假名安立。在資糧道與
加行道時，所發的願如播下種子。在修道時，
如果實成熟，可以開始行利他它之行。所以是
成熟發心。在佛地時，則是「離障發心」。於
佛地時，已離有無發心的世俗概念，亦無需假

因成辦言，則二者無法圓滿。所以，二條道路
必需結合，相輔相成。

名安立。例如我們在唸誦菩提心願文的「直至
菩提我皈依…」，於佛地時，自然無緣的悲是
捨或離障發心，但也只是假名。

廣聞、了解佛法的真實義諦、善說佛法、具慈
悲的心等四種性相，弟子才可由接受菩薩戒。

《父子相會經》：「為何已證佛地，能假
名捨障發心？雖已證佛果，但於百千億劫對度
眾生之願力永在，故為稱捨障發心」。《無二
增勝續》：「已證佛地本不需再假名發心。但
於證佛地後，利眾生之悲願永不間斷。因為不
斷，故假名捨障發心。」
以下講授世俗菩提心：可以分為總說與細

細解
阿底峽尊者《菩提道燈論》：「若僅具思
惟而無實際作為，將不生果實。」若要正式行
菩薩心，則須接受菩薩戒。接受菩薩戒必須遵
循自佛陀以來不間斷的戒體傳承，由具格的戒
律師處接受菩薩戒律。具格的戒師必須非常了
解所有的菩薩戒律，並了知在適宜的時間因緣
下，傳授最殊勝的戒律。阿底峽尊者《菩提道
燈論》和法稱論師都開示：具格的傳戒師具備：

接受菩薩戒的功德利益有多大呢？經云：
「如虛空般廣大。」《秘密不可思議經》：
「若將初發的菩提心比喻為色體，將虛空比喻
為容器，則容器是無法容下此色體。」初發心
即有如此廣大的功德。《了義不了經》佛陀對
文殊菩薩開示：「當菩提心生起之當下，無有
不善，即可攝一切萬法，功德是無法限量。」
在佛經中解釋菩提心的譬喻，其數量無以為計，
《華嚴經》裡的譬喻就有兩百多種。

解。
總說
世俗菩提心，包括願菩提心與行菩提心。
發願菩提心時，已經甚為稀有，若更進一步修
證，則更為稀有。《入菩薩行論》：「思惟行
菩提心，是願菩提心。將思惟附諸加行，是行
菩提心。」
在願菩提心的階段，福慧資糧尚未圓滿。
在行菩提真實修證時，福慧資糧則永不間斷。
一切的修習，思惟與加行必需相輔而行。願菩
提心是願一切眾生皆證得佛果位，是對果的皈
依與誓言。果為誓言若是沒有行菩提以三界為

例如將菩提心譬喻為種子，若不具備種子，
則苗芽不可能生，更遑論豐碩的果實。因此菩
提心是最根本的種子。依於菩提心的種子，才
有持戒、精進等六度的圓滿，最終達佛的遍智
果位。反之，如果沒有菩提心的種子，雖然修
行持戒、精進，則無法達彼岸，更不用說佛的
果位。
或將菩提心譬喻為肥沃的土地，在此之上
才能積聚資糧。若沒有這肥沃的土地，只能到
達見道位下，雖然累積了資糧，但不圓滿。或
譬喻菩提心如佛塔，是一切天人供養之處，佛
塔下的微塵都可被頂禮供養。或譬喻菩提心為
深藏於地底下的黃金，黃金的本質不會改變，
如同具菩提心，一切煩惱垢障終將去除、漏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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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譬喻菩提心為如意寶，能圓滿眾生願。或譬
喻菩提心如日、如月、如寶劍等，無以數計。
當真實具備菩提心時，身心將不被五毒所
憂擾，一切煩惱垢障都將漏盡，一切資糧開始
圓滿。經云：「具菩提心即如一切河川匯流於
大海，其所行之善業均會以菩提心為本而聚
集」。《攝善法經》：「佛陀說將三千大千世
界的微塵轉化供養阿羅漢，所累積的功德不可
思議。但向初發菩提心而成為菩薩的凡夫供養，
功德尤勝於前者。何以故？因菩提心三寶種子
不斷。」
修證世俗菩提心非常重要，於早課或禪定
前，首先要發起強烈的悲心與世俗的菩提心，
再進行修證。真實現見勝義菩提時，才能真實
斷除一切煩惱垢障。
為何說菩薩代表三寶的傳承？所謂的佛是
指佛所具有的佛性，也就是菩提的心。而當了
證佛所說的悲空無別時，才真正地承繼佛的傳
承，三寶的傳承才不中斷。當我們初發的菩提
心時，已比聲聞緣覺更加殊勝，因為我們的身、
語、意已屬大乘的瑜伽士。《寶集經》：「當
具菩提心，對一切眾生已不期盼任何回報。」
如同，我們所居之地、所飲用的水、使用的火，
對我們是都不求回報；地、水、火的本質無有
改變。具菩提心者的奉獻，完全無希求回報。
初發的菩提心如上弦月，只會愈來愈增廣；
或如太陽的光明能量，能使我們本具的智慧增
長。具菩提心之人，如獸王獅子般，無有任何
畏懼；或如大鵬鳥，雖未出生在蛋殼中，但只
要一出聲，就能攝服一切鳥類。菩提心生起的
當下，即將攝服所有聲聞眾。雖然已具菩提心，
但仍然為無明的外殼束縛，為證佛果故，仍應
不間斷地迴向所有善業
《菩薩經》：「轉輪王因其所具得福德，
世間的神袛都會予以保護。當生起菩提心時，
世間的神袛給予雙重的保護。」當具備菩提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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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放逸或熟睡中，一切天人、非人、鬼怪
無法擾害。當具備菩提心，即如金剛鑽石般，
其貴重勝於其他金銀堆積的寶石，既使有所缺
損，本質永遠不改變，仍是最優的寶石。當具
備菩提心，可攝服一切聲聞、緣覺眾。所以初
發菩提心的功德無比廣大。
從前在佛陀的聲聞弟子們前往無憂王馬紀
札地方時，無憂王的女兒大約十二歲。當比丘
們到達時，公主端坐在王座上無意起身，表現
得甚為傲慢。馬紀札國王問公主：「為何不起
身向比丘們恭敬頂禮呢？」公主答：「你可曾
聽過轉輪王或帝釋天王向其他王恭敬頂禮嗎？
或日月向螢火蟲頂禮？獸王向其他徬生頂禮？
完全不可能。」公主認為自己已發起無量菩提
心，已具有獅子吼的力量，不需要起身向聲聞
乘眾頂禮。國王因此對公主說：「你不禮敬聲
聞比丘，非常傲慢。」公主答：「你不禮敬窮
困之，慢心更大。」
國王反駁：「做為初發菩提心者，不應傲
慢。對一切眾生應平等看待。妳卻充滿慢心。」
公主解釋：「初發菩提心的菩薩，為成就一切
眾生願，不論他們貪瞋癡有多重，都應捨棄傷
害他們的念，向他們禮敬，使眾生菩提心成熟
增上，最終圓滿菩提。但是聲聞眾持戒、修持
到達某種階段，便不再增長，無法達到遍智的
佛果，無法佛相比。」這裡表達聲聞比丘才是
傲慢者。就像滿瓶的水，不論有再多的雨水，
瓶中的水再也無法增加，因為再也加不進去；
他們的智慧與禪定也不可能增長。但是身為具
菩提心的菩薩則如大海般，不論多少雨水都可
容納。具菩提心的菩薩對一切眾生無任何分別
之念，完全包容，無有任何傲慢。
公主又說：「假如以具神通之力讓我禮敬，
請問具神通第一的目犍連尊者，你現下就可到
達遠方的香煙淨土嗎？」目犍連回答：「公主，
我從未聽聞此淨土，如何前往？」公主仍端坐
說：「佛陀於經典中講述，當真實菩提心生起，
即能攝服一切聲聞眾。依於佛陀真實語之力，

請現顯香煙淨土。」語畢當下，香煙淨土顯現，
諸眾聞到檀香等香味，佛陀也同時出現，並對
公主說「當真實生起菩提心，即能攝服一切聲
聞眾。」在場所有的聲聞眾也聽聞。公主又轉
向目犍連問：「你知道這個香煙淨土有多遠
嗎？」目犍連答：「不知道。」公主回說：
「三千大千世界的阿羅漢全部加起來，也無法
量知淨土的遠近。」語畢，淨土即消失。

答：這二十二種功德包含了世俗菩提心與勝義
菩提心。前四種是資糧道與加行道，屬於
世俗菩提心。從第五開始逐漸增上，屬於
勝義菩提心。最後到達究竟時，就是圓滿
佛果。

羅睺羅尊者隨後向公主說：「女性不允許
坐在法座上向聲聞眾宣說佛法。」公主反問羅
睺羅：「你知道什麼是被允許，什麼是被不允
許嗎？」羅睺羅說：「我當然知道，凡是沒有
違背學處者，都是被允許。凡違背學處者，就
是不被允許。」公主回答：「所謂學處一切律
儀之處，其實都不被不允許。根據佛陀教言，
一切分別念之所生皆不清淨，唯有無念才最清
淨。」

答：物質的供養是屬於有漏善業的積聚。最重
要的是在進行供養時，自心必須清淨。這
樣再加上意供養，則十分圓滿。若心不清
淨就不太好。如果已具有作物質的程度，

國王隨後斥責公主：「羅候羅尊者對學處
的學問極為殊勝，也是佛陀之子，怎麼可對尊
者說教？」公主回答：「你聽過獅子會生出狐
狸嗎？如具有獅子般的能力，就不可能是狐狸。
假如真的是佛陀的兒子，一定具有菩提心。」
就在這對話之時，馬紀札國王的二十位王妃，
及天上的一百位天子，均生起菩提心。同時，
三世一切諸佛皆讚嘆「諸位皆為佛子！」此時，
羅睺羅亦生起菩提心。公主隨之下王座，請求
大比丘聲聞眾接受她的頂禮、供養。之後，公
主與其父母前往靈鷺山聽聞佛法。佛陀預言，
公主未來將成佛，名無憂佛。
這故事表達發心的重要。而菩薩戒若有衰
損，因為它就像金剛鑽石，所以還是可以修補
回復。
【問答錄】：

問：在集聚資糧時，意供與真實的供養有什麼
差別？

但卻說只要意供就好，這是心量還未足，
仍有雜染不夠究竟。
問：請問這二十二種功德是在講五道十地的功
德。那其中第十五心如國王般的功德是講
十地菩薩的功德，那第十六之後呢？
答：這是以五道十地的方式解釋菩提心的功德。
從第十六如寶庫般的功德開始，講的是十
度波羅密。
問：請問第十九是講五種佛地的功德。可是十
九之後，只有三種。這三種是在二十二種
功德一起嗎？
答：是涵括在內，只是分開解釋。
問：請問十地菩薩不是佛嗎？為何將十地菩薩
功德與佛的功德分開解釋。佛是在十地菩
薩之上嗎？
答：本論的後面還會再解釋。這裡是以二十二
種譬喻作解釋。但後面還會以「道」的角
度解釋。雖然看似有別，但是以道的角度
而言，當達證十地時，即已達到佛的果位。

問：對菩提心的二十二個功德，請再總體的講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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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初學生圓次第瑜伽者之要點

恆常1任運2圓成3無為4故

樂空5禪定百門6收攝者

遊舞顯現海生金剛7相

頂禮無別蓮花日自在8

五濁惡世9形色顯現時

平凡愚昧如我述祕義

何堪注解僅成自疲因

然依金剛誓句兄訓言

為利愚昧等我有情曰

僅依吉祥上師加持力

所思自然無礙而表述

今得難覓暇滿10人身寶

未入平凡行列且遇法

隨行與佛無別聖上師

伺見一切甚深精要法

且能自主擇選欲求師

聖法順緣無餘圓滿時

未能成辦利他事業行

且無利己精進修持力

無期死亡來臨唯法助

如彼歷劫轉輪聖王11侯

徒具財富無助於病榻

彼時意識只隨黑白業12

心嘆無力後悔亦無益

掌握當下努力不懈怠

三門13精進趣入善業行

修證根基唯是出離心

修證入門唯是誠信心

修證正道唯是大悲心

修證命根唯是專注心

修證不離應具知足心

心付三寶修證能除障

對師虔誠修證開顯覺

1

修證上師口訣於無誤

修證集要無別三根本14

恆常：法界本質無為離造，不以因緣生起，沒有遷流變異如虛空，也有別稱「平等性」。
任運：勿需精勤辛勞，自然之成就。
3
圓成：圓滿所現證的成就，或法面本來之究竟。
4
無為：遠離生、滅、住之法，或非實質事物的法。
5
樂空：空性和大樂。於密乘唯能執之大樂心，與所執空性的外境二者。
6
禪定百門：等持心、定。梵音律作「三摩地」，一心安住予所觀事或所緣，穩定不移。「百門」喻指種種禪定法。
7
海生金剛：蓮花生大師密教祖師，八世紀中應吐番藏王赤松德贊之請入藏，建立第一座寺院並教導和翻譯諸多經典，
在藏應其恩德等佛，故稱第二佛陀。
8
蓮花日自在：十世司徒仁波切之名。噶瑪噶舉派四大法王子之一，其住持本廟為巴哇寺。
9
五濁惡世：末劫期壽命漸變鄙惡，如渣垢故稱惡世。五濁為：命濁、煩惱濁、眾生濁、劫濁和見濁。
10
暇滿：心有暇，遠離地獄、餓鬼、旁生、邊緣、長壽天、執邪見、佛不出世、聾啞。十圓滿：生為人、出生中土、諸
根全具、未犯無間、敬信佛教，此五為「自圓滿」; 值佛出世、值佛轉法、佛法住世、趣入佛法、具順緣善知識，此
五為「他圓滿」。
11
轉輪聖王：佛經講述人壽自無量歲至八萬歲中，分別有金、銀、銅、鐵四輪出世。征服四大洲一切眾生。
12
黑白業：白表善法，黑表惡法。
13
三門：表身、語、意。
14
三根本：上師、本尊、空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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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忿百尊15壇城16無餘現

皆視上師遊舞最殊勝

利根集資過去已成辦

並具無比誠信大士夫

此等雖未進行漸次第

現見法性真諦17易可行

餘輩當如聖者龍樹18語

應從聽聞產生思量境

由思入修層次得覺受

恆常精進棄捨放逸念

初時聽聞所生之智慧

如理體解輪涅19本體性

思慧寂滅執實20粗幻顯

實修體驗了斷皆此心

此有故彼後因相續生

不識此體如求無因果

盡善執行積資除障業

因無定解21反惱修證心

疑惑所障殊勝成就果

經由聞思修行決定心

假若人言此修墮地獄

勿需疑惑堅固此覺心

如來所述一切教證法

若集要點攝為調心說

修證此心最初趣入門

唯有出離22之心不可缺

若生真實出離少做作

退失造作進至無作義

無作之義23現前即究竟

離此則無能證正等覺24

見修行法釋解雖量廣

如若總攝此等終歸心

彼為了斷究竟之見諦

心續實踐此義為修證

所現不離見修要是行

決斷現前視為欲求果

迷亂根本皆以外顯現
皆為對治顯現執實心

彼心執持一切為實體
若無遮除貪嗔習氣念

不論生圓25觀修任何法
所修無義如彼冬眠鼠

靜忿百尊：《大幻化網續》注為調服不同根器所現四十二尊寂靜相和五十八尊忿怒相之本尊。
壇城：梵語「曼荼羅」，譯作「輪圓具足」。密乘開壇以本尊眷屬聚集之道場。或本智即主尊，其道果功德為眷眾。
眷眾環繞本尊遊戲莊嚴，稱為「輪圓」。
17
法性真諦：一切諸法的究竟真實本質。
18
龍樹：大乘宗開派祖師。佛入滅後四百年出生於南印度婆羅門家。幼通密宗四續、顯宗三藏等一切經典及道述之學，
在那瀾陀寺依喜樂和大士出家，法名具德比丘，著有《中觀理聚六論》、《本續集論》等諸多闡明如來教義之書。醫
學方面，有《壽世經頌》、《草藥龍鬚根炮治法》、《珍寶藥物次第》、《水銀提煉法》、《療毒四瘟療法》等著
述。其弟子有著名聖天菩薩等諸多。並興建了很多塔和寺院。為聖地金剛座起建之網狀圍牆。為南印度米集寺設計結
構等，世稱其享年六百歲，舊譯密乘有說其壽逾千歲者。
19
輪涅：亦稱有、寂。生死輪迴和涅槃寂靜。
20
執實：執著外相為實體、常。
21
定解：通達意義。
22
出離：脫離如獄三界輪迴，安然往趨涅槃樂處。
23
無作義：超離概念思維之心，即勝義空性真實義。
24
正等覺：菩提或佛。指通達一切諸法本質之平等覺智。
25
生圓：密乘觀修本尊所行顯相生起次第和融歸法性所修圓滿次第。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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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遍計26廣大生起道

本來圓成27甚深圓滿道

個個經由名相可了義

有戲28離戲29之說亦是此

隨順不同根器30之眾生

皆是如來無欺聖意境

無法可判個別利害性

應依根器而修是要點

諸般無勤31方便32密咒道33 利根大智士夫之行境

所作一切不離二資糧34

行無造作35無義36毫髮事

所顯執實38減少方便道

虔誠信心鞏固趨堅定

此非愚痴邪見37者行境
如能嫻熟轉化意要點

共39與不共40成就客速至

一切法統攝予二諦41義

世俗迷亂諦上亦真實

勝義究竟本體顯真實

真實宣說無欺之語句

二諦無別能觀如水月

彼時迷亂漏盡亦趨近

了義42不了義43道所修證

兩者44無欺然因遠近故

譬如前往拉薩之聖地

好比步行飛行之區別

雖循近道然夫鈍根45者

無堪突顯甚深成俗人

貶視小乘46未悟大乘47者

徒說空性無視因果法

泛言之見僅成自欺行

遍計：意識假名安立一切事法。
圓成：勝義中所有真實法性。
28
有戲：概念思維所成立一切事法。
29
離戲：超離概念思維之行境。
30
根器：從容器質地勝劣譬喻有情心智悟性差別。
31
無勤：指體性本具功德，不需心之勞作而成事。
32
方便：種種善巧之方法。從體性而言指其不滅之力。
33
密咒道：雙運空性智慧及大悲方便從心中生起相執及諸尋思之大樂智。此需密藏方能成就。非諸非器之所行境，故稱
密咒。
34
二資糧：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
35
無造作：指無起任何起心動念之行為。
36
無義：無有意義。
37
邪見：對正理起一切顛倒之思維。
38
執實：恆時執著心法為真實之體。
39
共：此指八種共通成就，妙丹、眼藥、土行、寶劍、空行、隱形、無死、除病。
40
不共：不共成就為得證三身佛位。
41
二諦：心法所顯現的世俗諦，為其無有自性本質之勝義諦。
42
了義：佛對殊勝化機，所說諸法體性遠離生、滅等諸戲論之甚深空性，不實有本質自然光明超離一切言語、思維之境
之究竟義均是了義。此等經典及注解為《了義經》。
43
不了義：或稱未了義。為誘導尋常徒眾，以世俗之現象為主，指出補特迦羅、有情和蘊、界、處等，及其生、滅、
來、去，能漸次以言說思之義稱量而增益宣說，以及譯明義之佛及其注解。
44
兩者：了義與不了義二法。
45
鈍根：根性劣智。
46
小乘：聲聞乘、獨覺乘。佛初轉法輪所宣說之法。
47
大乘：菩薩乘。佛二轉及末轉法輪所述之法。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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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比精勤漸次道路者

入行道分顯48與密咒49二

方便廣大趣入雖繁多

不作一切惡業而行善

調伏自心經教修證集

觀修生圓次等密咒乘

此亦一切種智50所修集

諸法統攝根本唯心生

是故調伏自心為首要

如未調心持咒造像等

生世累積然無證菩提

所謂調心即是伏煩惱

調伏煩惱捨變知51三集

共通經教捨棄煩惱道

貪欲不淨嗔恨慈心觀

觀修緣起對治愚痴見

轉變煩惱不共密乘道

貪欲生時觀修無量光52

貪欲之念轉現本尊相

了知煩惱本質特別道

或現雙運嘿嚕嘎53本尊54

其餘煩惱依此類似轉

貪欲之念倏綿現起時

直觀本體之性自幻滅

宣說此即聖妙觀察智55

本初56即無可捨亦無取

無可轉變一切唯心攝

心性無造而住佛密意

倘若離此無法竊見知

修行此三57方便予一座58

聖者揚貢巴59之開示云

譬如貪欲之念生起時

當下應許直至菩提60位

吾之自續61貪欲心念起

必當捨棄鞏固己心續

遍空一切有情從始起

因彼自續貪欲而放逸

所受種種不盡之痛苦

修行佛法善賢眾心續

貪欲妄念障礙一切等

諸般此時由我而攝集

樂空無別大印之現證

心思一切有情離貪欲

思己依此貪欲之妄念

為利有情得證金剛持62

顯：此指因位性相乘之大乘菩薩法。
密咒：此指果位金剛乘之方便法。
50
一切種智：佛智。通達一切諸法之智。
51
捨、變、知：三乘對治煩惱所行之法。
52
無量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之別稱。
53
嘿嚕嘎：梵音。詞義飲血或一切忿怒尊總名，此處指勝樂金剛尊。
54
本尊：密咒的不共依怙主尊佛及菩薩。
55
妙觀察智：佛具五智之一，應能辨了諸法個個性相不混淆清明故稱妙觀察智。餘四智為：法界體性智、大圓鏡智、平
等性智、成所作智。
56
本初：原始。此指法性之原本之始。
57
此三：前述對治妄念之三種法，捨、變、知。
58
一座：行者修法之時間單位，以一天為始可分為六座或四座修持，每一座大概為三小時。
59
揚貢巴：生於 1213，噶舉派著名成就者。
60
菩提：正覺或佛智。
61
自續：自心的相續。
62
金剛持：密乘成就之最高果位。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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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修證生圓二次第

瞬間如同勝樂63嘿如嘎

父母雙尊嚴飾清明觀

彼時覺心專注予父尊

然若母尊之相清晰時

貪欲毒險易可復現起

暫時雖然現起明點等

究竟自心隨縱貪欲念

宣示總結觀修本尊法

不應隨順世俗煩惱念

本尊心間蓮花月輪上

清觀根本上師莊嚴飾

心思我生貪欲等諸念

加持轉現聖妙觀察智

心口如一再三復祈請

此後本尊上師煩惱三

無別觀修於心清明觀

修時長短始從煩惱生

直至未入道用而修持

結以此善無餘迷亂情

修法善賢道之諸障礙

貪欲煩惱念頭令息滅

祈願現證樂空大手印

如是進行清淨迴向願

嗔恨愚痴如此類推之

息滅嗔恨本尊特別要

迴遮凡夫迷現生次第

摒除貪著此實圓滿要

一世達證金剛總持位

生圓離異故而未成辦

生圓雙運即為甚深道

分別變化未至證量時

難成雙運之基應隔置

若行生起次第之觀修
本淨不變恒常無為法

起心造作雙運應捨棄

本淨64所淨65能淨66及淨果67

因需對此略有理解力

如來藏68體遍佈諸有情

法身69具足相好諸功德

本智70自然安住即本淨

所淨無始以來無明因

分別迷惑垢染障如來

如彼烏雲障蓋太陽般

本具功德顯現如日光

遮除分別垢障如雲消

禪定煩惱所知所淨障

能淨外觀瑜伽71雖種種

胎生卵生濕生三種生

勝樂：密乘母續之主要本尊。
本淨：亦有三種釋解：（一）生有、死有、和中有，（二）如來藏。諸有情本具成佛之基，（三）人身即未經修治的
不淨五蘊等。
65
所淨：能、所二執所成之分別迷亂客主皆應淨治。
66
能淨：指從明晰、堅固、清淨（之）生圓次第本尊觀修法。
67
淨果：淨所生果。密乘道中即已淨除一切垢障，本基所擁一切功德現前。
68
如來藏：一切有情本質空，自相任運，大悲周遍之如來法性。
69
法身：佛二身之一。斷證功德已達究竟果位身。
70
本智：原始智。有情本來自然具備明空了別之智。
71
瑜伽：梵語。指修行。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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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證五生72金剛四生73法

三部儀軌74生起淨除之

剎那生圓淨化化身類

智者釋解雖異不同說

總攝無有相違應認知

首從現證觀修至收攝

儀軌雖有種種不同法

本淨之基即為如來藏

所淨凡夫意識入胎時

從生至死間接迷亂相

新舊儀軌75雖有些許異

淨除煩惱迷相則無異

如彼醫治眼疾金匙要76

口含苦汁治冷熱陰陽

對治疾病需應種種般

所淨涼性能淨應相應

眼疾金匙治癒或藥除

消除眼之疼痛唯相同

新舊密續儀軌雖不同

淨除煩惱分別無差別

簡要總攝儀軌淨除法

觀修如來禪77淨死亡因

普顯禪78淨中有意識身

因位禪79修蓮花日月座

淨除身依父母精血障
清淨如液奶酪凝固狀
五種現證82清淨胎生形

種子禪80修淨除入胎識
現起本尊淨除出生身

轉變手幟再現種子字
三處81加持三門習氣淨

餘法思維如是類推之

無上瑜伽密咒個別續

因位金剛持83淨死光明

果位金剛持淨中有身84

空密化現精塵氣85三種

淨除相融習氣身依止

三字86收攝淨除顯增得87

示現明點清淨紅白88位

雖具諸解闡釋概要之

智尊89融入迷行學處淨

灌頂授權清淨父產障

禮讚供養懺悔淨受境

持誦咒語清淨愚話障

收攝次第淨除死亡位

再現本尊清淨中有位

於此不作廣述攝要釋

首從皈依發心至迴願

現證五生：密乘生起次第修證本尊五法─空現證、明輪現證、種字現證、手幟現證、本尊全身現證。
金剛四生：密乘生起次第之一。由修空性之中觀想，蓮花日輪等寶座上，日、月輪，種字放射光明，而後生起本尊全
貌，三門標似三字，名為四金剛生。
74
三部儀軌：密乘生起次第之一。在蓮花日輪等寶座上端，從本尊種子，生起標有種子字之本尊手幟，圓滿融化後而生
起本尊全貌。
75
新舊儀軌：指蓮花大士傳入密續為舊續，後有仁欽桑波譯師等所譯為新續。
76
金匙要：藏醫學中一種去除眼疾的療法。
77
如來禪：法身如來定。舊密生圓次第之一，即智界無別如來真如之境界。
78
普顯禪：報身普現定。舊密生圓次第之一。即覺空無別法與法性相融一味。
79
因位禪：化身因位定。舊密生圓次第之一。即現空無別功德之力用。
80
種子禪：即化身因位定。
81
三處：眉間、喉間、與心間三處。
82
五種現證：請參看第七十一注解。
83
金剛持： 請參看第六十二注解。
84
中有身：中陰身。前身已棄，後身未得。即死後未投生中間之身。
85
精、塵、氣：即現空雙運所現清淨脈、氣、明點三種。
86
三字：表佛身、語、意三字，嗡、啊、吽。
87
顯、增、得：密乘修證中所現三種層次。或人死之時細微貪次化淨除顯、增、得，瞋次化淨除顯、增、得，痴之妄念
消融時所現之境。
88
紅白：此指父精之白，母血之紅。
89
智尊：智慧本識。密乘生起次第中三種識次第。即誓言尊、智慧尊、禪定尊三智識。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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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道之不可缺之法

供養加持進行薈供等

無勤圓滿二資分支法

所淨之基如來本體藏

明現金剛相好尊身住

與彼相同觀想修行道

所淨之果基位本尊身

遠離顯相果位最終段

彼時稱名得證金剛持

如修廣攝不同生次第

明顯身相淨除貪執境

憶念淨顯脫離有相執

堅固佛慢凡夫我執滅

故彼首觀頭部與手腳

個個明顯得持嫻熟時

清明觀現整體本尊身

雖觀未固分別念起時

覺性觀注手持金剛尊

掉舉90時觀金剛跏趺狀

散漫91起時觀住頂髻寶

此後雖未現起分別念

然有顯現不明昏沈時

眼觀唐卡畫像或塑像

因具相好莊嚴之彩飾

久觀未現分別雜念時

瞬間自身現觀如彼尊

此即開顯助緣現起相

雖然憶念個個清顯態

若以心計即成增益念

最初行者不明而散亂

應觀天尊空明如彩虹

觀此行境乃是自心作

心性本體遠離諸根本

然為示現功德特殊故

不修我慢斷除我執根

如法觀修本尊容顏喻

我執破時覺觀任何相

如是精進觀修生次第

法相本體朗朗清明現

觀修之時執實顯力遮

未觀現起本尊下等明92

莫待觀與不觀諸迷顯

示現本尊壇城中等明

自觀本尊有色無色眾

皆見己身天尊上等明

心續稱此成熟持明尊
﹝待續﹞

此論依侍奉十四世一切智噶瑪巴眷眾善知識專心修證了義之法者噶瑪巴登祈請故，釋迦比丘持名者噶瑪阿旺
云登嘉措於二十七歲時口述並由祈請者筆錄完成。願此圓滿成就教證有情之吉祥功德。敬安校譯

掉舉：放逸之心。想貪瞋之對境，不能寧靜安住之心。二十隨惱之一。
散慢：昏沉、疲倦、沉。對於任何一種善與不善、無記外境心，不明了之相。
92
明：清明。密乘修行者稱其持明，喻守持心性清明不隨外境而轉之義，此處即指守持之成度大小。
9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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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努仁波切丹津嘉參
160

160

以菩提心樂亦喜

以菩提心苦亦喜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ས་བདེ་ཡང་དགའ།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ས་སྡུག་ཀང་དགའ། །

以菩提心有亦喜

以菩提心無亦喜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ས་ཡོད་ཀང་དགའ།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ས་མེད་ཀང་དགའ། །

161

161

大乘道中菩提心

遠較外道聲緣之

ཐེག་པ་ཆེན་པོའྱི་བྱང་ཆུབ་སེམས། །ཕྱི་རོལ་ཉན་ཐོས་རང་རྒྱལ་གྱི། །

一切善心更殊勝

是故世尊上師讚

དགེ་སེམས་ཀུན་ལས་ལྷག་པ་སེ། །དེ་ཕྱིར་བཅོམ་ལྡན་བླ་མས་བསྔགས། །
162

162

聖乘菩提心住者

縱然是於剎那中

གང་ལ་ཐེག་མཆོག་བྱང་ཆུབ་སེམས། །གནས་པ་དེ་དག་སྐད་ཅྱིག་ཀང༌། །

何能轉入自利毒

利他甘露怎能棄

རང་དོན་དུག་ལ་ཇྱི་ལྟར་འཇུག །གཞན་དོན་བདུད་རྱི་ག་ལ་འདོར། །

163

163

末劫之中所成火

山渚海洋皆燃盡

菩提心將諸重障

於剎那中悉燃盡

བསྐལ་པ་འཇྱིག་པར་བྱེད་པའྱི་མེ། །རྱི་གྱིང་ཆུ་གཏེར་དང་བཅས་སེག །
བྱང་ཆུབ་སེམས་ཀྱིས་སྱིག་ཆེན་རྣམས། །སྐད་ཅྱིག་གཅྱིག་ལ་ངེས་པར་སེག །
164

164

於身語意一切行

無論直接或間接

ལུས་ངག་ཡྱིད་ཀྱི་བྱ་བ་ཀུན། །དངོས་སམ་ཡང་ན་བརྒྱུད་ཀང་རུང༌། །

棄捨自利無義後

淨持利他菩提心

རང་དོན་ཉྱི་ཚེ་ཡལ་དོར་ནས། །བྱང་སེམས་གཞན་ཕན་དང་དུ་ལེན། །

165

165

意樂聖者行持者

執此發心極應理

དམ་པའྱི་ཚུལ་ལ་དགེས་པ་ན། །ཆེར་འོས་སེམས་བསེད་འདྱི་གཟུང་རྱིགས། །

如同欲達於寶島

必須依賴於舟船

རྱིན་པོ་ཆེ་ཡྱི་གྱིང་ཕྱིན་པར། །འདོད་པས་གཟྱིངས་ལ་བསེན་པ་བཞྱིན། །

166

166

棄捨大乘發心者

追尋利他心與法

ཐེག་ཆེན་སེམས་བསེད་སྤངས་པ་དག །གཞན་དོན་སེམས་དང་དེའྱི་ཐབས་རེད། །

以及得見於聖意

棄是安樂行入寂

དགོངས་དོན་དེ་ཉྱིད་མཆོག་མཐོང་བའྱི། །བདེ་བ་རྣམ་སྤངས་ཞྱི་བར་གོ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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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欽加布仁波切 2016 歐洲弘法略記
堪布天津尼瑪

2015 年訪歐洲及俄羅斯等各地直貢噶舉
中心傳法之後，各地佛弟子們再三誠摯邀請朗
欽加布仁波切再度前往弘法。仁波切雖然年事
已高，但慈悲度眾之心愈強。在多方安排聯繫
之下，2016 年歐洲弘法之行於焉成行。
六月六日自紐約市甘迺迪機場起飛，第一
站目的地：俄羅斯莫斯科國際機場。
六月八日抵達俄羅斯莫斯科市，受到莫斯
科直貢噶舉中心佛弟子們熱烈的歡迎，並由當
地人士供養導覽參觀莫斯科市市政府，以及該
市其他重要的歷史地標建築。當地二十一世紀
以前所完成的歷史建築及古蹟，兼具跨歐亞大
陸宗教、人文及政經色彩，這些特色都表現在
基督教教堂以及市政府等相關建築物中。
六月九日自莫斯科乘車前往當地一個藏密
閉關中心，該中心位於一祥和優美的小鎮屬莫
斯科市的外圍城市。
六月十日朗欽仁波切在該閉關中心舉行
《文殊閻魔敵》灌頂法會，並於接下來的兩天
傳授《文殊閻魔敵》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的詳
細觀修講解，之後又帶領實修兩天。與會金剛
師兄們無一不感到加持滿盈與法喜充滿。龍樹
菩薩曾經在《親友書》第二十二章裡以芒果樹
的果實譬喻諸類弟子：「弟子有四現象：外不
熟內熟，內不熟外熟，內外皆不熟，內外皆
熟。」即便如此，由於在俄羅斯弟子們的虔誠
又具大信心，仁波切在開放發問的時段，慈悲
應允現場弟子們的請求，給予了《上師相應
法》、《普巴金剛》、及《頗瓦法》的口傳，
圓滿地結束了本年度俄羅斯弘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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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六月十五日在眾弟子們依依不捨下，歡送
朗欽加布仁波切至機場，飛往弘法之行的第二
站德國漢堡。
偉瑟林光明中心位於德國漢堡，弟子們招
待熱情，供養朗欽仁波切入住於一濱海旅館，
並安排仁波切在該地博物館內傳法。
六月十七日朗欽仁波切以其親自編纂之儀
軌，傳授《黃文殊》灌頂。
六月十八日朗欽加布仁波切授予香巴噶舉
傳承之《白瑪哈嘎拉》灌頂。雖然這是香巴噶
舉傳承的本尊，但是直貢噶舉與白瑪哈嘎拉有
很深有的因緣，仁波切講述了直貢噶舉與白瑪
哈嘎拉的故事：第二十三任世直貢法王嘉旺昆
丘仁欽仁波切曾經在夜裡夢的淨觀當中，見到
一個白淨圓胖的人到他的面前，並傳法給他。
隔天早上醒來時，嘉旺昆丘仁欽仁波看見桌上
留有一尊觀世音菩薩像，旁邊並留有一布包裹。
他打開來一看，所包裹著的竟是一個大象的
膽…
六月十九日朗欽仁波切傳授了《文殊大威
德金剛前行導引》，即《文殊大威德金剛四加
行》。
六月二十三日德國的直貢噶舉密勒日巴中
心敦請朗欽仁波切傳授《直貢大手印》，以及
仁波切所撰寫的《大印五支金剛誦疏》等為主，
為期三天的講法，課程最後有開放發問。仁波
切再三囑咐聞思修的重要，並強調八萬四千法
皆涵攝在《大印五支》的修持中：若有人自稱
修持《大印五支》，卻稱某法門不包括在《大

印五支》之中者，即非直貢教主第二龍樹吉天
頌恭的弟子。
六月二十九日離開德國，前往烏克蘭首都
基輔的烏克蘭直貢噶舉中心，進行為期三天的
《勝樂金剛》灌頂法會、口傳以及共修。仁波
切慈悲地開闢時段與弟子問答。法會圓滿之後，
弟子們供養接待上師參觀烏克蘭當地的風土人
情，以及市政府以及歷史源流相關建築。

不利人體健康的添加物，全然以利益為導向，
都是極不正確的行為。朗欽仁波切強調人必須
先有善心，才能在這基礎上生起慈悲心與菩提
心。仁波切舉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仁波切
幾年前生病，因為聽醫生的話而吃藥。仁波切
以為藥到病當除，但是直到現在為止還必須天
天在吃藥。我們以為藥必須能治病，但這樣吃
幾年的藥，病還不能痊癒，這種藥就不是為了
治病，而是為了控制病而已。

七月五日自烏克蘭基輔國際機場起飛，前
往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朗欽仁波切首先在七月
六日在直貢噶舉里加中心舉辦一場佛學問答。

演講之後是三天的《勝樂金剛》灌頂、講
解、口傳及實修指導。

七月七日弟子們邀請仁波切前往波羅地海著名
景點欣賞海景。

七月十九日在大家依依不捨之中，朗欽仁
波切離開德國慕尼黑，飛往下一站瑞典。七月
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進行為期三天的《廣深大圓

七月八日至十日則舉辦為期三天的《觀世
音菩薩》灌頂、口傳及實修指導，包括教授
《觀世音菩薩》本尊修法的生起次第及圓滿次
第的修持。仁波切直接言明大家適合修持以觀
音菩薩為本尊法。因為學習修持觀音菩薩的六
字大明咒簡單不難，而且修持觀世音心咒不易
生起我慢，以及不容易忘記。仁波切並在此特
別強調大悲心與菩提心是修持任何本尊的根基；

滿前行導引》教授，即四加行。七月二十三日
進行《廣深大圓滿三根本》的灌頂。

若無大悲心與菩提心，則修持即不正確。
七月十二日結束里加的行程，再度飛往德
國慕尼黑。七月十四日至十七日，朗欽仁波切
於慕尼黑尊貴的噶千仁波切麾下的中心，演講
「如何在匆忙的二十一世紀安身立命的學佛之
道」。仁波切首先講到人身難得的重要。但現
代人在當今二十一世紀，忙碌而充滿競爭的環
境下，有贏家也有輸家。人們在求好心切爭取
勝出的群體氛圍之下，容易做出不正確的決定。
許多人借助藥物來贏得競爭，但也換來傷身的
副作用效果。無法達到目的的人也藉著酒或藥
物麻痺自己，甚至自殺。這些都是沒有真正瞭
解人身難得的重要性。在確實認識人身難得的
要點之後，應積極開發善心，因為這是一切善
行的基礎。現今常見商業競爭，完全不以善心
為謀業的基礎，罔顧善心而於許多食品中添加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兩天，傳授朗欽
仁波切所著之《五毒自解》。七月二十六日，
《廣深大圓滿》教授，以及《長壽佛》灌頂。
朗欽仁波切開示：現在美國、歐洲等地的
弟子都一心想學習大圓滿、甚深內義等進階的
法門。但是由於基礎不夠穩固，許多年之後依
然回到原點。任何進階的法門，仁波切強調必
須從四加行開始教起。仁波切不會教授從中間
斷然取出的法，因為仁波切的上師不是這樣地
教授。佛法的道路並不能如現今各位所請求的
方式去教授。以前行與正行來說，可能大多數
人認為正行比前行重要，甚至認為前行一點也
不重要。然而吉天頌恭說過：「前行比正行更
重要」並說：「他派不以為甚深者，我視為甚
深。」
七月二十七日圓滿結束本年度的瑞典傳法
行程，飛往波蘭華沙。
七月二十八日華沙直貢噶舉中心弟子敬邀
仁波切舉辦《廣深大圓滿》灌頂及《四臂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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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灌頂及口傳儀軌。七月二十九日講授法本
實修。
七月三十日進行《廣深大圓滿三根本》灌
頂。七月三十ㄧ日《廣深大圓滿三根本》實修
教授。
八月二日圓滿結束波蘭傳法行程，啟程前
往下一站匈牙利。
八月三日至五日，匈牙利直貢噶舉中心弟
子熱情招待仁波切參訪匈牙利著名的溫泉勝地
之餘，並同遊知名的巴拉頓湖，它是歐洲最大
的淡水湖。
八月六日傳授以仁波切親纂法本之《施身
法》灌頂。八月七日《勝樂金剛》生、圓二次
地修習講解釋疑。
八月九日圓滿結束匈牙利傳法之行，繼續
前往傳法下一站：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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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由於瑞士有多座聞名於世的山
峰及城堡，到達瑞士的當天，前來迎接的瑞士
直貢噶舉中心主持人及閉關指導喇嘛昆桑安排
朗欽仁波切健行及纜車遊山賞景。仁波切遊山
時表示頗有回到故鄉的感受。到達山上時仁波
切顯得心情愉快，步履輕盈，時而健步如飛。
八月十三日仁波切在瑞士直貢噶舉中心講
授《大印五支》的課程。八月十四日進行《大
威德金剛食子》灌頂。
八月十五日瑞士直貢噶舉中心的弟子邀請
仁波切前往首都伯恩參觀。伯恩的舊城區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同時也
是全球十大最佳生活品質之一的城市。
八月十六日自瑞士蘇黎世機場啟程，飛回
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並返回新澤西，圓滿結
束 2016 年為期兩個半月的歐洲傳法之行。

朗欽加布仁波切 2016 歐洲弘法

莫斯科 俄羅斯

漢堡 德國

里加 拉脫維亞

慕尼黑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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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欽加布仁波切 2016 歐洲弘法

仁波切與閉關老師喇嘛昆桑及堪千尼瑪加稱 瑞士

仁波切與匈牙利直貢噶舉中心閉關指導老師 匈牙利

里加 拉脫維亞

朗欽加布仁波切為小喇嘛剃度開示

*朗欽加布仁波臉書與岡波巴中心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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