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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夫三乘教海。有權有實。非顯不彰。而大法總持。在於密部。宗

喀巴大士菩提道次第論云。如是善修顯教共道。其後無疑當入密呪。

以彼密道較諸餘法。最為希貴。速能圓滿二資糧故。又云。先以清淨

續部能熟灌頂。成熟身心。次當聽聞了知守護爾時所受三昧耶律。設

有誤犯。亦當勤修還出方便。彼等皆是修道基礎。若無彼者。則如牆

傾。諸危屋故。此如曼殊室利根本教所謂。佛未說犯戒。能成就諸呪。

即此義也。故大士又云。若能如是護三昧耶及諸律儀而修呪道。當先

修習堪為依據續部所說。生起次第。圓滿尊輪。以呪道中不共所斷。

謂於蘊處界執為平俗庸常分別。能斷彼者。亦即能轉外器內身及諸受

用。為殊勝事生次第故。如是善淨庸常分別。一切時中。恆得諸佛菩

薩加持。速能圓滿無邊福聚。堪為圓滿次第法器。於此應知密呪者。

至高無上。不同餘法。若不先研顯教。如佛說二諦契經九部與龍猛正

理衆論百論等。起甚深了解。及修習三學二無我。不倒不謬。而遽行

入密。則譬諸牆屋。植基未固。傾危堪虞。多傑尊者。藏中大德。乘

願東來。平吞三藏。出顯入密。沛厥法乳。厚我漢裔。而猶恐甘露之

澍。或假非器。故先之以開示錄。融衆經於片言。揭祕藏之機緘。學

密初機。端茲階梯。更由是而涉海知津。因指見月。優造密境。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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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是則在於善讀是編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釋超一序於無錫圓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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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密宗大德

多傑覺拔尊者開示錄

第一次開示錄

民國十九年四月十日在四川重慶佛學社開示

張心若、徐少凡記

經云。六道之中。得人身難。既得人身。能修行入道尤難。在生

死輪迴中得解脫道。更難中之難也。因六道中各各有苦。自天道。人

道。阿修羅道。以及畜生。餓鬼。地獄等。皆不能脫離。欲脫離此苦。

以發心修行為要。故佛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因洞悉三界牢獄。故勸

衆生發菩提心也。

苦之大者。為生死輪迴。發菩提心。為脫離生死輪迴之始。此法

乃「文殊」「阿底峽」「宗喀巴祖師」。承釋迦之教同說。諸有智者。

當宜諦信。佛法共分三乘。層遞而上。次第建立。人天小乘。聲聞緣

覺中乘。菩薩大乘。此四聖諦法。為聲聞法。苦集滅道四。加無常苦

空無我。則開為十六。衆等應知。此四聖諦法。通乎三乘。故經言苦

真是苦。苦最多。集為苦因。苦為集果。集真是集。滅真是滅。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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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道之要。在明法空之理。

苦中又分「苦」「無常」「空」「無我」。故云一切法無常。何

謂無常。吾人眼所見者無常。耳所聞者無常。即以人而論。而有生老

病死。是無常也。無常是苦。苦之大者莫過於死。吾人皆不能免。所

以應觀想無常。若不修行佛法。縱作世間一切功德。皆為有漏。以不

發菩提心故。如發菩提心。則為無漏種子。

當知世間一切。皆為幻有。遷流不住。最可憐憫。應以悲心而行

布施波羅蜜。施時如發菩提心。無施者。無受者。無能施之我。無所

施之物。三輪體空。功德最大。以此乃成佛種子。徹底觀之。種原於

心。罪過功德。皆如幻化。而種子不失。因果同時。如以菩提空心。

布施一燈一香一飯。乃至施與畜生一摶食。如此因種。必發生根莖花

果。決定成佛。

衆等如決定修行。當置此生如饑寒於不顧。恆念無常。須知世間

一切。死時皆不可用。況生於善道者決少。墮於惡道者絕多。一切眷

屬。皆不能救。應勘破空假如幻之義。空有不空。觀身命如泡影。惟

仗菩提心功能願力。多種善根。莊嚴萬行。感招大果。故不求財而財

豐。不貪生而壽永者。皆功德之力也。一切有情。難出苦海者。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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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瞋癡等無明覆蓋。故輪迴生死。如能滅貪。又不能滅瞋。設能滅瞋。

復不能滅癡。故生死長夜。求出無期。

當觀此身。一切無常。是苦空無我。若云一切無有。則與法相背。

觀此身如宅舍。一息不來。主人即去。次又觀心。觀此心空上來空上

去。又以何為心。以過去現在未來皆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空。空故非

色。非色非空。故為無我。我空則般若波羅蜜空。此空龍樹無著所教。

各有高下。故有聲聞之空。緣覺之空。菩薩之空。各各不同。空則無

眼耳鼻舌身意。而生死亦空矣。

夫菩薩既空生死。何以又受生耶。大衆當知。菩薩成佛。係依普

度大悲之心而成。故菩薩雖空生死。依本願力。再來受生。為度衆生

故。衆生受生。係由業感。因果染淨不同。故苦樂亦判若霄壤。在衆

生一面。幻軀雖壞。而此八識異熟。不增不減。隨業感受生。

不但人死是苦。即生天道。亦是樂苦。古時有一天王。聞空中有

聲。說彼七日當死。彼既知死期將至。苦惱萬狀。彼時天女已去。天

馬亦死。宮殿搖動。一切離散。此時苦境。甚入地獄。以彼天王。以

天眼觀諸五道。皆穢惡不可生。彼雖為天帝。威德自在。對於死時。

無法避免。脫離苦海。故天樂雖多。無殊地獄。唯有苦無樂而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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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此苦。非皈依三寶不能。時彼天王。遂厭天身而求道果。由此觀

之。可知苦樂由心。衆生應當痛念生死無常。勤求脫離。發大菩提心。

求大解脫也。人生皆躭樂時多。修行時少。疾病苦惱。去死日近。非

至危難及命終時。決不易感覺無常之苦。力求脫離。藏經中云：昔有

一佛。十四以前。無知無識。不發心修行。弱冠貪著睡眠。疾病掉舉。

亦不發心修持。死期將至。因痛念生死。遂發道心。後成佛果。吾人

不可不勉！

經云。減劫之時。人壽至為不齊。以四洲而論。北洲之人壽千歲。

餘洲無一定者。亦有定者。此南洲之人。在劫初時。壽命多至八萬餘

年。減至極短。壽惟十歲。現今之時。人壽以五十為度。無論老少。

皆必有死。或胎中而殤。或一日而夭。或三日五日。三歲五歲。十歲

八歲而夭。萬別千差。至為不齊。或少或壯或老而死。男女老幼。莫

不皆然。皆無可恃。吾人之明日。乃與死俱至。亦不可知。若不預為

辦理。則死時無可把握。況人雖是同。死法各異。刀槍毒病。水火寒

熱崩壓等。皆可致吾等之死。吾身乃脆弱如此。應當猛省。吾等致死

之道甚多。而求生一法。乃無一件。當觀此身。如同聚沫。散壞無常。

經云。世界之大物。莫過須彌山。到劫盡時。七日並出。燒成灰燼。

況人身危脆。命如風中燈。雖一棘之刺。亦可致死。死時無法可救。



9

一切眷屬圍繞。亦不濟事。財貨捨離。身體敗壞。一切安樂。皆不可

用。況死魔來時。不可預知。衆等當早勤正法。趁此一息尚存。惟有

修行。求佛加被。方能脫離。

大衆既觀此世。無老無少。皆必有死。而此死法。終必及我。故

應及早皈依三寶。化除貪瞋癡。勤修清淨法。並度一切衆生。早離三

途惡道。此為最要。

此六道中。以地獄為極苦。獄中四面皆刀。其苦無量。有兩山相

合。軋諸罪人。皆成漿粉。而狼頭牛頭虎頭馬頭諸獄卒。鳴嘷叫喚。

唱無量罪業。罪人既死。聞聲而生。待其合集。兩山復軋。地獄有情。

輒被燒煮。或焦肢於火宅。或糜體於油鼎。鐵丸鐵汁。猛焰橫飛。飲

食於斯。腸肚焦爛。復有風獄火獄。鐵釘鐵鉗。地獄之中。有物皆金。

無處不火。皆由罪人自身業力所感。隨業變現。譬如同一水也。天見

之為琉璃。人見之為清水。龍見之為窟宅。餓鬼見之為膿血糞尿猛火。

以各各業報不同。故所見之相亦因之而異。所以天堂地獄。在佛眼觀

之。皆有苦相。係以業報之差別而建立者。此是諸佛誠語。應當諦信。

以佛不妄語故。

地獄有情。以各各業力所感。烈火猛焰。鐵屋通紅。火與罪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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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可分別。獄中之火。與世間之火相較。世間劫火。比薪炭火猛

烈七倍。獄火又比劫火猛烈七倍。劫火者。七日並出時。燒盡地球及

須彌山之火也。然此劫火。猶不及獄火之猛。若以獄火同世間火相較。

乃成水與火之比較矣。此地獄之火。通謂之業火。能摧燒世間一切有

情無情皆盡。吾人應當猛省。幸勿誤入。印度有紫檀木。衆蛇繞之。

若人被火燒。得此檀木之水一滴。著之即滅。世間之火如紫檀水。與

獄火相較。清涼極矣。欲滅此業火。非檀水不能救治。吾人欲熄此火

宅。捨佛法更無別法。

地獄之壽極長。百千萬數。實不可盡。今以譬喻說之。如一倉之

米。每一萬年。去米一粒。倉米若盡。地獄之壽即終。在大地獄中諸

有情。半身是火。火與身瞬息不離。若罪畢出獄時。此諸有情。著火

狂奔。出外亦火。火中更有飛蟲。其齒極銳。齧之入骨徹髓。再前則

刀劍蔽空飛來。骨肉狼籍。且處處有阻。令不得前。有樹滿身利刀。

罪人畏火。即緣上樹。上時其刀鋒皆向下。刺罪人肢體紛解。設緣至

顛。復有飛鳥。鐵喙通紅。來啄其腦。畏而欲下。則刀皆上指。刺殺

罪人。此為熱獄。熱獄之下。則有涼獄。獄地純冰。上有風雪。獄中

有情。滿身皆疱。寒凍而呼波波吒吒。其意則言冷也。大風吹裂。如

青蓮花狀。又有大紅蓮花。言其身被風吹裂血出。狀如紅蓮花。有其

身十裂者。十二裂者。百裂千裂者。近邊有諸小地獄。分寒熱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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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亦有地獄。墮諸地獄。以造十惡故。十惡者。身三殺盜婬也。

口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也。意三貪瞋癡也。以造此十惡之因。卒招地

獄之果。此為一類。皆顛倒心所發。或有破沙彌戒。比丘戒。菩薩十

重四十八輕戒。或對菩提心生反對。或破密宗根本戒。或忤逆於師。

謗誹上師。或貪等如彈指時。皆墮此獄。壽命一劫。出十輪金剛經所

說。

我等學法。應當懺悔。然能否懺除清淨。全在自心觀審。如果不

能懺淨。死時決難幸免。衆等應當清夜自思。生大恐懼。生大慚愧。

作懺悔法。真修行者。要知此觀想。方能真修。否則假修。

宗喀巴祖師說。彼日夕皆思修行。此心久發。尚未得道。自思己

身如餓鬼之受苦。觀身如餓鬼。行至無數大海。均不得食。或海化為

血。為火。或膿。或至則無海。或被奪食。苦惱萬狀。常作此觀。故

能勤求菩提道。證成佛位。

餓鬼係以貪吝墮餓鬼道。有饑渴冷熱三苦。其形巨腹針咽。項細

如馬尾。手足如草。有三難。一不得食。二得食不能下腹。三腹大不

得飽。設食變為臭穢物。或化為火。有自食其手肉者。不能得一淨食。

月出。此等餓鬼當之皆如火。燃燒諸身體。冬日最涼。此鬼當之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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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炙。手腹不能自舉。向四方覓食。又被強鬼打擲。且畏人畏狗。以

世間一月為一日。壽五百年。別經云。以人世十年。為餓鬼一月。如

是壽五百歲。合人世年歲而計。乃十八萬萬年也。墮此餓鬼道。係由

盜業及慳貪不捨所致。如離此道。乃生畜生中。

畜牲道皆強弱相食。有生於大海底。須彌山下。日所不照處者。

或身大如須彌。或身小如針芥。其色各異。猶如聚糧。大者食小。小

者食大。互相食噉。苦不堪言。龍王之苦。畏金翅鳥。此鳥以翅沙眯

龍目而食之。山中野獸。常被獵殺。或遭獅虎搏食。牛馬豬羊。運載

鞭打。卒被屠戮。畜牲之壽。極長者一大劫。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

短者無定。或朝生暮死。萬別千差。此由於誹謗如來經教。對於傳法

上師不敬。及兩舌惡口之故。墮畜牲道中。如能對上師懺悔。如密宗

戒。持金剛心咒十萬遍。即能清淨懺除此業。應當諦信。昔印度有此

丘。破根本戒。後悔。持金剛心呪。懺除清淨。後渡江。餘比丘不令

坐船。云根本戒破。汝如破器。不能到彼岸。此比丘乃履水而渡。餘

比丘乃生恭敬。倘破根本戒。如破舟不能渡海。可知戒之淨否。全在

修持自證。經中設喻。爾等宜知效法。顯教破戒。如樹被伐不易生。

所以能懺。係依密法故。依密法方能懺悔根本罪。若依密教宗旨。第

一以持戒清淨為最要。饒舌已久。姑止於是。大衆作禮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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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開示錄

仝年四月十一日

張心若、徐少凡記

爾等皆信仰佛法。甚為難得。須知此法。天魔畜生等。皆不易聞。

經云慢怠。（難得）即天與阿修羅畜生地獄餓鬼與邪見顛倒家。及人

生於邊地或盲聾瘋狂愚癡等。八無暇修。因無暇聞佛法故。今能得此

難得之人身。身根具足。又為難得之比丘及比丘尼男女居士等。諸根

聰利。生值佛法。得遇經教。是為甚難！茲略言「慢」有八種。怠有

十種。自身有五。外緣有五也。

衆等應知。既得諸根具足。須知得聞佛法之不易。故人之身體最

可寶貴者。以能聞法修行故也。佛教萬法。建立三乘。自下而上。由

小至中。由中至大。各有次第。即以人天乘而論。猶復甚難。況上乘

乎。因劣根之人。惟修來世。尚不知求出苦海。脫此三界牢獄。甚為

可憫。

若欲生人天。須大施捨。行諸善事。即得人天之果。此為小乘。

然此心太緩。不以生死為急。亦不濟事。如二世以此善根。進修苦集

滅道。十二因緣。成就聖果。及不還果。此乃中乘。不事大修。以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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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聲聞緣覺之種性。不能度衆生故也。

惟此大乘種性。所緣既大。度生功德。無量無邊。不希小果。不

急近功。故菩提種性。能了知諸法次第。生正知見。如法修學。視一

切衆生。皆如父母。心生憐憫。應當我度。度時已到。而己又無力度

之。故發菩提心。修六波羅蜜。聲聞道既分五門。緣覺之道亦分五門。

此大乘菩薩道。亦分五門。學佛者能否已得。要自審知。不然。說誦

皆通。不分階級。多不易成。佛法雖分三乘。教惟顯密二門。顯為外

門。密為內門。如修小乘。尤不易入中乘。修中乘。尤不易入大乘密

法。故此密宗。實為微妙最密之門。大乘菩薩。既知此門。亦不輕視

其他二乘及各門修行者。以其悲心廣大。徧攝諸法。兼容各道而幷度

之。故大乘菩薩。發此大心。最為殊勝。此為菩薩法大。

文殊云。自心發菩提最要。發心之時。先要觀空。具此空心。即

菩提心。證成自心蓮花月輪。中有字種。咒文圍繞。放五色光。以此

光明。先供十方諸佛。光入佛心。回入自心。諸佛同時放光。加被我

心。證成法身。次第成就報身化身。此為最要。故念誦一咒。即是徧

修一切法。功德效力。無量無邊。證得此理。即登佛地。佛之地最勝。

以功德所成就故。此時與佛同體。廣度十方六道衆生。於苦海牢獄中。

拔令出離。故如布施一切衆生衣食。以及眼目。及諸天之樂。如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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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及誠心以清淨眼。向一菩薩合掌之功德。即供養十方一切菩薩

功德。不如供養佛一毛孔功德之大。又供養一切諸佛之功德。不及供

養上師一毛孔之功德為尤大。此一菩提心之效用。世界一切佛。均於

此出。如是功德。今生應勤修習。集聚福德。必能成就。此為菩薩功

德大。

此上師修法時。十方諸佛皆來右繞三匝。向之作禮。歡喜讚歎。

以說此法者。修此法者。已與佛同故。故上師應敬之如父母。倘有所

教。無不信順。如教以身負重物。繞市一周。亦即負之而趨。況其他

乎。此為最要。徵之印度西藏過去現在諸佛。均如是說。如是修。如

是成。並可證之於宗喀巴祖師彌勒菩薩種種經藏。若不如是恭敬承順

信受。決不易成就。縱自己看經修行。亦不易成就。所以成就。係完

全依靠上師也。此為菩薩行大。

一切有情如發心。應視我施與一鴉一搏食。功德亦無量無邊。因

有情無量。此菩提功德亦無量。如供養上師一口食。其功德亦無量。

以上師為衆生功德無量故。施與上師之功德亦無量。以彼上師。後必

成菩提故。如能一生修得如是功德。甚善。此為菩薩所緣大。

此菩薩於出家衆中。說一四句偈。或向在家人開示一句法。或廣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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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德亦大。如前之無量無邊。此為菩薩說法大。

又有菩提心出家菩薩。供佛乃至一燈如黍米大。功德亦無邊。在

家菩薩。即少伸供養。功德亦如無量大海。此為菩薩所供大。

若以戒而論。則出家與在家。小大判然。若以菩提心而論。絕無

分別。若菩薩能守根本大戒一日。與南瞻部洲全體持戒功德相等。又

與東洲北洲全體持戒功德相等。以彼處無故。在印度古時。持戒甚嚴。

當此末法之世。如能持一戒。一日或一晨。亦與佛世全持五戒功德相

等。以人根劣故。故功德亦無量無邊。此為菩薩守戒大。

此洲之人。有上半世善。下半世始發心者。有上半世惡。下半世

始發心者。是二種人。若修密乘。均得一生即身成佛。以此界南洲。

人身最勝。十方同贊。故即西方極樂世界。諸大菩薩。均合掌讚歎。

東方世界。人身難得。能一生成就。故多發願。願生我國。在極樂世

界。雖五大念咒。禽鳥林木。皆演法音。若云成佛。尚在遙遠。故其

國菩薩。每日均往十方。供養諸佛。此界雖濁。不如極樂。若能發菩

提心。此心最勝。能一生成辦。縱應墮地獄。亦能轉而成佛。故諸佛

均發願加被。此土衆生。成就最速。果能發心。則成佛殊不難也。此

為菩薩成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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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之內。三善道樂多易墮。三惡道苦重難升。墮者如微塵。而

升者如爪土。故上升人天者。如祥麟威鳳。而下墮泥黎者。乃如狂風

驟雨矣。以六道之中。皆由十業而成。業力所牽。易墜難升。故人身

難得。有如大寶。又經喻得人身之難。如累園豆於玻璃。立針鋒以芥

子。不易住故。人天之身。亦不易住。偶得人身。如盲龜而入浮木之

孔。千難萬難。人天之身。難得如此。可不勉乎。

三途衆生。不能為善。故上升絕少。貪嗔癡重。尤易墮難升。最

苦之事。皆彼等獨得。較量其數。則人少畜多。畜生與餓鬼相較。則

畜生少。餓鬼尤多。若餓鬼與地獄相較。則地獄有情較餓鬼更多。再

以南洲人數與三惡道比。則人如蟻穴中一隅矣。

畜生生於山海及人中者衆矣。此中一一畜生之苦。我等先世均已

遍嘗。昔印度有比丘。詈人為狗。後即五百世為狗。一語之業。尚不

易消。況多至無量耶。又有比丘。躍以過溪。一沙彌罵之以猴。此比

丘者。已證無漏。憐彼沙彌。教以懺悔。悔已。後生猴中。值佛世有

外道。富而艱嗣。詢諸比丘。均云無子。勸往佛所。即以飯食供佛。

佛云。却後一年有子。時五百羅漢方受供。猴來索缽。佛令予之。猴

即以缽盛蜜上供。恐不潔。後以尾[艸醮]泉灑之。世尊受蜜。遍與諸

羅漢。猴喜而躍。墮樹死。即生其人家。生時光明照室。一切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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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無雙。後出家證果。能以空缽得蜜。此猴即罵人沙彌也。

又此洲之人。能發菩提心。修上師密法。得以一生成佛。復得諸

佛菩薩加被之力。千穩萬穩。對於一切有情父母。在輪迴生死中者。

應生度脫想。良由彼等皆不覺無常故。皆不發菩提心故。皆不皈依三

寶故。皆不信因果故。我對一切有情。應觀念無常諸苦。生大恐怖。

應皈依三寶。應深信因果。應去罪而生善。求上師作法加被。始能離

苦得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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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開示錄

仝年四月十二日

張心若、徐少凡記

修行根本觀想法。自印度傳來西藏（一）紅衣士觀想法。（二）

宗喀巴上師觀想法。紅衣士觀想有五。均歸黃衣士。我宗喀巴大師。

實為佛法根本一切法之所依。如明此理。以後密宗灌頂。接引長壽諸

法。均能成就。故世尊三十二相。均由修法來。昨言功德之大者即此

也。

修行之要。當觀想上師能開發根本。對於上師。當至心歸仰。為

道之根。道者非世間道。乃佛道也。故自下而上。應有次第。三業恭

敬。須依次第而進。如修上乘。非依稀能就。上師能與十方佛等。倘

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上師一毛孔。故佛法須在恭敬中求。恭敬上

師之次第有三。（一）對於上師。盡力奉事。（二）上師開示。一心

信仰。（三）如說修行。此為恭敬中最。

有八處慢不易修行。即天魔、畜生、人中之盲。聾、喑、啞、地

獄、餓鬼等。是也。得修有十。已身有主。無病、有閑、發心、聞法、

無障。此最難者。倘能具此。異常高貴。以能成辦大事故。能成就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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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故。

應觀此身難死。尚可再來。果證不退。絕不能滅。又觀聲聞緣覺

人天等法。均屬假設。即古來祖師。亦復幻身滅散。是為無常。須得

金剛之身。但此無常來時。縱匿於大海。匿於虛空。匿於須彌山中。

皆不可避。復不可貨而貸。嚇而却。此為無常。

再應觀自身生死無定。年壽已過。不可復增。一切衆生。壽高者

八萬劫。促者一刹那。萬別千差。全無定準。況死法甚多。死時難料。

餘存之壽。日日而盡。在少不修。在壯亦不修。到老。雖欲修亦不能

修。種種障道。均由自業。即如北俱盧洲。人壽千歲。亦無暇聞法修

行。而此洲之人。或死於胎。死於孩。死於壯。死於老者。比比皆是。

故死為一決定之物。明日與死。誰先至者。實不可知。故觀無常為最

要。既知死至。無法禦之。則身死之後。千金厚殮。究何益哉。如知

死後一切不用。即以此供僧修福。亦得獲生善道。若有孝順子孫。為

之修藥師道場四十九日。必出三途也。

應觀世間一切。皆屬無常苦空。內之身心。外之貨財。修小乘則

漸知厭離。一切盡舍。深知三界如獄。觀此身如毒藥。此心如蚖蛇。

久久修習。則八風不動。外視雖類瘋狂。後來必證聖果。此小乘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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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道。雖未成佛。然已脫苦。經云、二乘受供。如食毒藥。若二三

地菩薩食之。則如孔雀。蓋孔雀以毒藥為食。愈食則其羽毛亦愈美。

使鵶雀食之則死矣。菩薩亦如是。應善學之。

既觀無常諸苦。應發心皈依三寶。拼命念四皈依。因此皈依。是

佛法依止大事。能引衆生離苦成佛故。三寶之力不可思議。釋迦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一音以至六十四音。慈悲無量。智慧無量。神通道

力。皆悉無量。等視衆生。猶如一子。如鏡應物。加被衆生。種種光

明。如水灌注。如是消除苦集。還滅成道。此四聖諦。通大小乘。此

道此滅。乃是真法。即以字種而論。亦是光明所現。一切世間。無以

倫比。一切經教。乃佛法身。應生恭敬。倘或置冠經上。獲罪無量。

最難消滅。可不慎歟。

僧伽為佛弟子。三賢十聖。皆佛後身。倘生牛馬之中。尚難見僧

之面。以其紹隆佛種故也。故應恭敬皈依。勿生憎慢。

菩提心之根。為四無量心。應觀慈悲。慈悲乃我自心無量。為衆

生故。衆生無量。故慈悲亦無量。慈為與一切衆生安樂之根。悲為援

一切痛苦之根。應觀一切衆生。皆我之母。我世世生生。皆受其慈庇。

縱冤害我。我亦應償其怨。能如是觀。貪嗔諸煩惱。亦即消滅。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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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母如世界微塵數。故必盡度之。因此而發菩提心。故西藏修此觀者。

常處深山。日日呼母。遍思歷劫生死痛苦。衆等能依此作觀。菩提之

心。必油然而生。故釋迦觀音文殊。均如是發菩提心。文殊如放船。

運彼衆生至彼岸故。觀音如牧羊。驅羊先入。己方進故。即衆生成佛。

方成佛也。釋迦如王者。願如藥師。治衆生病故。願富財寶。賑衆生

貧故。願如文宗。博衆藝故。願如法王。度一切故。發菩提心。須明

二義。一曰因果。二曰平等。

發心有二。（一）龍樹一代之菩提。（二）彌勒一代之菩提。西

藏發菩提心有五。（一）大悲心。如慈母救具溺子。（二）大慈心。

如子有所須。母之頭目。亦樂與之。（三）大喜心。世界一切事。惟

喜負荷成就。（四）大捨心。以一切身、物、心、心所、供佛無盡。

此四無量心。為菩提根本。（五）即菩提心。最為學密之要。衆等能

知如是發心。即能離苦得樂。

修行者。須上供諸佛。下施衆生。此龍樹無著之說也。六度以施

為首。要為衆生成佛。如不敬佛僧。不敬師長。皆與道相背。如發菩

提心。不慮窮乏。以財寶天對此真修行人。如犬隨主。使一切具足。

不致貧乏。此無憂也。縱天魔相惱。亦不畏懼。因彼魔天。懼人成道。

則彼類必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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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諸善。則為得樂之根。人天之福。故應守持身三口四意三之

戒。以此能得樂果故。然就此而觀。可知輪廻生死。即不樂之根也。

故行者能修空心如幻三昧。已知一切法空。勤發菩提。廣修六度。以

空無我之心而施。則施者受者均空。願亦空。成就亦空。如退菩提心。

即退菩薩道。必遭墮落。墮則罪過無量無邊。而進則功德亦無量無邊

也。

若發菩提心。作諸功德。因小果大。如一滴之水。等於大海。倘

不發心。則如少水不能潤大。若以此功德。藉求一長壽、富饒、子息。

則如大海之水。等於一滴。此簡別菩提無分別心之要法。最關緊要。

衆應深知。自行簡擇也。

如真發菩提心者。我入佛殿。願一切衆生皆入。如我乞食時。則

願諸衆生。一切佛已供。若見空器。則願一切衆生皆得法空。若見滿

器。則願一切衆生功德盛滿。倘發此心。切勿錯誤。善集功德。以自

莊嚴故。修行如掃地。右手者。菩提心也。掃帚者。般若也。一掃一

切掃。一淨一切淨矣。昔時印度有一癡童。愚而無智。被逐於父母。

予金錢五枚。縫之衣裹。童不知所用。困頓饑餓。臥於道周。佛見愍

之。醒而攜歸。予以掃帚。教之掃除。掃東則風自西來。揚塵如故。

南西北方。亦複如是。因悟塵者貪欲也。佛令我去此貪耳。遂證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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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往比丘尼所。尼故為高座。請為說法。蓋戲之也。掃者乃以手按座。

座應手而矮。宣說一句。即飛空而去。衆乃驚異之。須知佛子難量。

爾等學佛。不可輕視他人為要。

謹按

師在渝。先傳戒。次開示。茲編次第。乃將傳戒次於開示之後。以代
理論。蓋
師三次開示。乃將顯密全藏之精要。三乘教理。溶入片言之中。攝義
極宏。實為佛學者始終決定義。若將此三次開示。熟讀而深玩之。則
與讀盡三藏一十二部無異。誠入佛之寶階。學密之精髓。願值此瓌寶
者。幸勿忽諸。

張心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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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戒開示

民國十九年四月八日

徐少凡、徐張心若記

經言。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畏怖。又言世間一

切法。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良以三界衆生。生者皆由業感。

業力牽纏。長在生死。生生死死。永無出期。故此世界。名曰堪忍（梵

語娑婆）。我本師釋迦牟尼佛。證等正覺。觀苦起悲。明界趣生。宣

說六道。（一）天道。（二）阿修羅道。（三）人道。（四）旁生道。

（五）餓鬼道。（六）地獄道。垂大方便。說解脫法。令求清淨而證

涅槃也。

衆等當知。既得為人。同居人界。生老病死。求不得、冤憎會、

五陰盛等。八苦交煎。煩惱無量。又應了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死

無定時。故當懇求正法也。然佛法廣大。方便門多。三無漏學。戒為

第一。蓋戒為煆煉衆生作佛之洪爐。出離苦海之舟楫。照破黑夜之明

燈。醫調衆病之甘露。衆生依此可求解脫。加被修行。故此戒儀。應

先宣說。又戒為三藏之一。律有專宗。經律繁多。不遑備舉。茲依菩

提道次第。先示人天乘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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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此之五戒。為下士修。其上更有中士、沙彌、剃度比丘等、別解

脫戒。蓋衆生無量。機感不同。倘能應機受法。如實修持。自得分證

各乘也。

衆等應知。世間一切。無非由惑造業。以致感招苦報。縱令福德

高如大梵天王。仍是三界凡夫。不出無常苦空範圍。福報若盡。還墮

三塗。何況阿修羅與人道乎。且經中處處。均言衆生皆有佛性。皈依

三寶。所以確定性根。固守戒律。即是護持佛種。況此戒法。皆是下

閉三塗惡趣之門。上開人天涅槃之路者。

復次。吾人既生六道之中。升沉苦樂。全由心造。然此人心易染

難淨。世情牽引。墮性尤多。蓋以根本無明。貪瞋癡三毒。擾亂淨明。

起惑造業。比之三塗畜生餓鬼。純苦無樂者。不過造業較少。豈不大

可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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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等應知。吾人常具真心。本如虛空。圓明清淨。一念貪起。遂

至以身殉財。至死不悟。又有我執過深。最極慳吝。有我無人。毫無

覺悟。一旦無常到時。縱有珍寶妻兒。藥王聖藥。仍被無常大鬼吞食。

足亂手忙。終淪地獄。揆厥原因。不離因果。以無明蓋覆。自作自受。

滔滔皆是。寗不可悲！

爾等應趁此一息尚存。觀人身易逝。當勤猛省。早發厭世出離之

心。皈命佛法。念經懺悔。打倒自心三毒。發空心（無色心）。再發

菩提心（普度衆生心）。如本師釋迦佛。發願度生。難行苦行。經百

千劫而後成佛。我當如是發心。如是修行。如是作佛。永無休息。蓋

一切諸世間。所有一切法。設無菩提心。決難生淨土也。衆等應當如

是發菩提。常修四無量。長養菩提苗。實行六度。方為成佛正因也。

衆等應知。此菩提心。諸天難發。因躭天樂。無暇發心。三塗衆

生。苦多樂少。亦難發心。惟此人道。苦樂參半。易感無常。尚易激

發。所望衆等。痛念無常。早生覺悟。依教發心。至誠求戒也。

戒之關係重要。前已略述。戒為一切淨法根本。基礎既正。將來

學習顯密諸法。如理起修。永無魔事。所謂因真則果正。行端則影直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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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說。皆係顯教教理。徵之千經萬論。無不注重於此。況乎

密宗。係地上菩薩成佛大法。為無上上乘。萬一因地基礎不真。則其

危險。尤不堪設想。試再放眼一觀。大地衆生。無量無邊。飛潛蠕動。

互相吞食。冤業展轉。無有出期。揆厥原因。都因業縛。惟此業力。

微細難知。非證天眼。難於觀見。況乎具縛凡夫。由常懷妄見。誤四

大五蘊為身。六塵緣影為心。己不能度。焉能度人。瞎煉盲修。安能

有濟。故于來渝之始。傳法之前。特先教授五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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