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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生大士開示

即身取證簡要之法

因果業報，須信非虛。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先尋擇

金剛上師，以為依止。虔誦四皈依，誓心不退。發大菩提心，廣度有

情。嚴持淨戒，以立根基。常觀十二支因緣，明生死本。次習禪定。

內觀自心，本來清淨。修深般若波羅密，了知諸法，猶如夢幻。心不

執著，身隨所安。妄念起時，勿隨勿制。緣境違順，塵影好醜，不起

愛憎。惟常覺照而忘覺照。佛心自心，本自如如。我見破盡，心一境

性，即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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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身取證簡要之法」講解

時間：一九九三年四月

地點：美國德州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會

講述者：智敏金剛上師

因果業報，須信非虛。

學佛，首先要相信「種什麼因，得什麼果」。如果不相信因果，

就不會相信今天所受的種種苦樂，是過去所做善惡業的結果；也不會

相信今日積聚福德和智慧的資糧，未來就能獲得超出輪迴、成佛的果

位——就不可能修行，也不會相信佛所說的法。即使皈依了，如果在

內心不相信有因果業報，也不是真正佛的弟子。

諸位今天還在六道當中生死輪迴，要相信是因果業報纏縛的關係，

所以生死、苦樂、來去都不自在。而這個因果和業報，都是自作自受，

並非如外道所說，由上帝或是鬼神所主掌。

不但小自個人的生死、苦樂是因果的關係，大而山河大地，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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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法界——只要是在可見、可聽、可聞、可想的——無不在因果的

範圍。 外在的因果，顯而易見，如種一粒稻子，就可以長出很多

稻子，不會長出麥子。但眾生生死業報的因果，則不易為一般人覺察、

相信，所以世人看到好人受苦報，惡人反而在享樂，就要懷疑︰「到

底有沒有因果？」要知道︰好人受苦報，那是他過去所種的惡因，今

已成熟，所以先受苦果；今日所做好事，或因為善因尚薄弱，或是善

緣未熟，所以要待來生才受善報。同樣的，惡人現在享樂，是因為他

過去種善因，現在成熟；現在作惡，由於業緣未熟，所以顯不出來，

但是未來一定會受惡報，逃也逃不掉。

以一個比喻來說明，就很清楚︰好人受苦報，好比過去種荊棘，

現在種桃子；荊棘已成熟，桃子則要未來才成熟。惡人現在受樂，如

過去種桃子，現在已成熟；但現在種的荊棘，未來也一定會成熟的。

所以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是很有道

理的！所以，我的建議︰你若有現今的各種福報，那是過去的善因所

聚，趕快進行「再投資」——做善事及修學體性法門，圓滿福慧二資

糧，追求慧命的成就。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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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不妨問問自己︰「為什麼生到這個世界來？」「死了以後，

要往哪裡去？」（按照中國人的共認︰祖宗死了，都去做鬼了。各位

有沒有祭祖宗或祈禱鬼神？）相信百分之百的人都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甚至不敢想這個問題。但是，這是自己最切身的事，怎麼能夠不弄清

楚？（上師講述郎靜山車禍事實）

這種事情不是只會發生在我朋友身上，死亡隨時都會來。自古以

來，沒有一個人不死的，死法各異而已；不論你活著的時候有多威風，

是皇帝、是英雄都沒有用。不見得年輕人就不會死，大家不妨到殯儀

館看看，有多少人是年紀輕輕就死了，所以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那麼，該怎麼辦呢？蓮華生大士說︰「應求解脫。」什麼叫做「解脫」？

「解脫」就是要從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鎖鏈枷鎖中，解脫出來。佛

說我們每一個眾生，從過去數不盡的歲月以來，就在六道裡面不斷生

死輪迴。六道就是天道、阿修羅、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獄道。各

位過去生死的次數，用電腦也算不清——死的骨頭，堆起來比兩個地

球還大；流的眼淚，比海還要深，所有的痛苦都受過。現在好不容易

投胎做人，還要再糊塗下去，繼續輪迴受苦嗎？所以，應該尋求辦法，

從這個輪迴生死的鎖鏈解脫出來。

先尋擇金剛上師，以為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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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解脫，只有學佛，才有可能。但是釋迦牟尼佛已入涅槃，要

學佛，在顯教是皈依佛、法、僧三寶；在密宗，則是皈依金剛上師，

而以金剛上師總攝佛、法、僧三寶的功德度眾生。但是，要遇到合格

的金剛上師並不容易，所以要「先尋擇金剛上師」，也就是金剛上師

是要經過尋找和選擇的。不是隨便遇到一個自稱是密宗上師的人，也

不分辨他是否真的有傳承、傳的是正法還是邪法，就胡亂皈依。要知

道，學密宗如果皈依了假上師，即使修法有覺受，死後還是和假上師

一起墮金剛地獄，因此不可不小心！

怎樣判斷一個合格的密宗金剛上師呢？至少要符合以下幾個條

件︰

（一）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具有從釋迦牟尼佛一直

到他自己，沒有間斷的傳承灌頂。並且，經過他的金剛上師許可，批

准他傳法，並持有阿闍黎大灌頂證書，才可以傳法。

（二）他必須通達顯密的根本教理，並嚴持戒律。對於所傳的密

法，從開始到圓滿，其中一切內容、道理、辦法和重點，都一清二楚。

所傳的法必須完全正確，不能有個人或他人的妄想在內，並且能以種

種方便，讓弟子瞭解他所傳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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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必須發大菩提心。他的心與他所傳的密法，一切都要為

眾生，為了發揚佛法，不能有其他的心。

至少要符合以上三個條件，才能夠算是合格的密宗上師。要皈依

這樣的密宗上師，才能夠脫離生死輪迴的鎖鏈，獲得解脫。

※補充說明（《事師五十頌》之密宗上師條件）

「具戒忍悲智，尊重無諂曲；了祕密儀範，博閑諸論議。善達真

言相，曼挐羅事業；契證十真如，諸根悉清淨。」

釋︰有智慧的阿闍黎，須精持顯密戒律，有悲心、智慧，自尊自

重，不諂不曲；對於顯密經典、教理，必能了知成佛最究竟之體性法。

上師對於真言事相、壇城建造、修法作業，均必須通達，如加持開光、

觀想入定、定心指導、真言念法等；並要證入本體，通達法性與起用

的大悲事業，六根不染六塵。

虔誦四皈依，誓心不退。

「四皈依」的意義，就是皈依上師、皈依諸佛、皈依正法、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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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僧。皈依的目的，是要依止佛所教導的「般若波羅蜜多」方法，來

止息讓我們不斷生死流轉的妄念，不再造讓我們繼續輪迴的因；脫離

生死的束縛，進而顯露我們本有的佛性。

在密宗，以「皈依上師」為第一。因為佛陀已入涅槃，雖然有經

典法寶仍留在世間，但是若無上師的教導、上師傳授的口訣，五藏十

二部經藏要由何而入？什麼法契自己的根器？恐怕窮年累月鑽研，所

得只是對佛經的誤解和盲修瞎練。上師不但擁有清淨的傳承加持力，

並擁有從釋迦牟尼佛以來，歷代祖師修行經驗的結晶和口訣。這些在

末法時代，是十分難得的。所以，密法認為上師總攝佛、法、僧三寶

的一切功德。因為上師代表佛陀住世度眾生，口中宣揚無上的佛法，

心心念念行佛陀利生的事業。所以密法最重視對上師的皈依與信心，

因為上師是引導你脫離生死苦海、即身成就最重要的人。

我們誦經、皈依，不是嘴唸就可以，是要身、口、意三業都皈依；

日常生活的生活行為、言行舉止，乃至於心念，都要留意是否合乎佛

法的要求。佛法是覺悟的大道，如果生活中仍充滿貪、瞋、癡、慢、

妒五毒，就和皈依佛法是相違背的，生死輪迴和煩惱的苦就沒有辦法

停止。必須要依照上師教導，來調伏身、口、意，才能從佛法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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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皈依了以後，要堅定信心、永不退轉，福德和智慧資糧才能

累積，解脫和成就才有可能。否則如爬一座高山，今天向上爬十公里，

明天又向山下退十五公里；不但到不了山頂，自己也會愈來愈沒信心。

不是師父教你的方法不靈光，而是你沒有依照師父教你的方法不斷精

進。如果連對皈依上師、佛、法、僧的信心都退轉了，身、口、意不

照佛法的要求來做，怎麼可能沒有痛苦和煩惱呢？

發大菩提心，廣度有情。

皈依了以後，就要「發菩提心」，也就是我們眾生不斷和色、聲、

香、味、觸、法六塵攀緣的生滅心，改革為對於六塵不分別、不愛惡、

不取捨的不生不滅心。如果能改革成功，便是「見性成佛」。所以，

發菩提心的一面是要發起自覺心，不再讓煩惱、無明纏縛自己，要念

念恢復自己本有的智慧和佛性。但是，這樣自覺還不夠，頂多是到阿

羅漢的程度。即使自己解脫生死，獲得了自在，但是自己的父母、親

友以及宇宙當中的眾生，仍然在痛苦之中，並沒有因為你的解脫而對

他們有所改善。事實上，我們從億萬世的生死以來，幾乎每一個眾生

都曾做過自己的父母，對我們付出無私的愛。我們怎麼可以自私地獨

自享樂，不顧他們的痛苦呢？所以從一皈依起，就要發起積極的「利

他心」——以各種方法，幫助所有的眾生也脫離生死輪迴的痛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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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菩提心的另一面，也就是「覺他」。

在心中發起自覺、覺他之心，就是「發大菩提心」——不但自己

解脫，還要一切眾生都解脫；不但自己成佛，還要一切眾生都作佛。

皈依後，依此發心而行自覺、覺他的大願，廣度宇宙當中一切有情，

最後就能使整個宇宙達到圓滿的境界。這就是「覺行圓滿」的佛陀境

界。

嚴持淨戒，以立根基。

戒律成立的目的，是要使佛弟子不再造輪迴生死的業因，而達到

身、口、意三業的清淨，才可能解脫生死的束縛。所以，比喻學佛修

行像蓋大樓，戒律就像是地基；如果地基不穩，或者有裂痕，大樓就

可能崩裂、倒塌。譬如，如果學佛之後，仍然造殺、盜、淫的惡業，

死後就要墮地獄；身心極為痛苦，怎麼可能解脫成佛？五戒是不墮惡

道，保住人身的基礎；菩薩戒是廣利有情，成無上菩提，不墮小乘寂

滅境界的基礎；而密宗十四根本戒，則是即身成就，不斷上師、傳承、

本尊三昧耶加持，不墮金剛地獄的基礎。

常觀十二支因緣，明生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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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會有生死？人的生死是由什麼原因來演化的，使得我

們無法停止呢？就好像一棵樹的根滋養這棵樹一樣——生死輪迴的根

在哪裡？它靠什麼滋養，我們才會不斷地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呢？

佛陀最初說法，說的就是「十二因緣」。它不但說明了造成生死

輪迴的原因和根本從何處發生，也提出了解脫生死輪迴的方法。

就好像捉賊要知道賊在哪裡，我們要解脫生死，就要知道生死根

本在哪裡。佛陀告訴我們︰眾生所以生死輪迴的根本，是由於十二因

緣的生滅、流轉所造成。因此，若要解脫生死束縛，也要從觀十二因

緣還滅——也就是讓它不再生滅，才有可能。

什麼是「十二支因緣」？

1.無明︰「無明」就是不明白法界的真相，而起了迷惑。就好像我們

睡前一念還醒著，後一念迷糊，就脫離現實，進到夢中的虛

妄世界裡。我們的不明白法界真相已無量世，可說無始以來

就如此的。

2.行︰由於不明法界的真實，所以對虛妄的假相，起了執著和欲求，

起身、口、意種種造作的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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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識︰這些「業」的力量，都藏在我們第八識「阿賴耶識」中，如倉

庫、如電腦總機。我們根據阿賴耶識中業的善惡，而墮入地獄、

餓鬼、畜生三惡道，或天、阿修羅、人三善道。

4.名色︰就是初入胎時，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未形成，只

有精神和物質。

5.六入︰就是在胎內長成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並具有接觸、

接受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的能力。

6.觸︰出生後二、三年，開始接觸世界。

7.受︰由於有「觸」，就開始有苦樂的感覺。

8.愛︰對苦的感覺厭惡，想要捨棄；對樂的感覺則愛著，想要追求。

9.取︰為了取得所愛的人、事、物，如財富、名利、權位等，而在身、

口、意起了種種追求造作。就此，又種下種種惡因，所謂「受

就是苦」。

10.有︰由於追求取得，而又造下種種善惡的業，納入阿賴耶識，成為

再投胎，輪迴生死的「因」（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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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阿賴耶識就像倉庫一樣，儲藏了我們善惡業的種子。這些業就

是一種無明、執著的力量，推動我們在此生死亡後，再去輪迴

投胎，繼續另一生。如此，不知何時才能休歇。（今天我向各

位說佛法，暫以人作對象。如惡因太重、不學佛、不知懺悔，

連入人胎也有困難；多數的人，必入鬼、畜、地獄道。）

12.老死︰由於生的業力被追求造作的生滅取捨所耗盡，所以色身又會

衰敗老化；而在生的業力耗盡時，就會死。但是如前所說，

由於在生時所造的業，使得死又是新的輪迴開始，永無窮盡。

以上是十二支因緣的「生相」。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十二因緣是

由無明而衍生出來，成為眾生生死不已的根本。要斷生死的根本而獲

得解脫，就要明白︰宇宙法界的一切現象，原來是由因緣所成，如夢

幻泡影的；哪裡有什麼可以追求造作，分別愛惡取捨的呢？這就是「明

生死本」，也就是明白從十二因緣鎖鏈中解脫的方法。

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

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

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也就是說︰只要破除無明的

愚癡，就不會再起心執著和欲求，所以「行滅」；只要無明滅，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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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支都不得不滅的。 華藏祖師說︰「修行之道無他，唯有革心而

已。」

次習禪定，內觀自心，本來清淨。

明白了十二支因緣的道理後，就要學習「禪定」。因為只是明白

十二支因緣的道理還不夠，我們的心念十分散亂，無始以來就被外境

和內心的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帶著跑，一剎那也停不下來。

如果生滅的心念無法停止，十二因緣的任何一支都無法不讓它生起。

即使瞭解十二因緣的道理，生滅心停不下來，還是要輪迴。

「禪定」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停止自心對六塵不斷攀緣的

妄想，以清淨的般若智慧，觀照自心法界的實相」。當我們明白十二

因緣的道理，要有個修行的下手處。十二因緣每一支都是由心的生滅

而成立，要拔除生死根本的「無明」，當然要從觀心開始。所修禪定

的第一步，就是觀心。蓮師說︰「內觀自心，本來清淨。」也就是當

我們定下心來，心不向外攀緣時，去觀照我們心的「本來面目」。什

麼才是本來的？凡是會進出我們內心的事物，都不是本來的，叫做「客

塵」。我們心中常給各種想法佔據了，都不是本來就有的。把這些想

法通通放下，就可以發現我們真正的心是本來清淨的。所以不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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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我們把這些本來不屬於自心的客塵，誤認是自心，才以為心受

到污染。如果從十二因緣來看，從「無明」到「老死」的十二支，都

不是自心本有的。

修深般若波羅蜜，了知諸法，猶如夢幻。

怎麼才能觀照到自心是本來清淨，不受污染的呢？就是「修深般

若波羅蜜」。這句話直接翻譯的意思，就是「修甚深的智慧，以到達

不生不滅的彼岸」。由此可知，「修深般若波羅蜜」是將凡夫生滅心

改革、恢復為諸佛不生不滅心，最好的方法。十二因緣的根本是「無

明」，由「無明」生起了十二因緣的生滅相。要斷除十二因緣每一支

的生滅，以及破除生死根本的「無明」，也是要修般若波羅蜜的無上

甚深智慧。

要怎麼「修深般若波羅蜜」呢？蓮師說︰「了知諸法，猶如夢幻。」

也就是說︰要明白宇宙當中一切事物，包括你身心以外的世界、眾生，

以及你的身心，沒有一樣不是如夢如幻的，沒有一樣是實在的。

諸位試想︰就時間來看，過去你認為真實的，現在回想，是不是

如夢如幻？今天你認為真實的，明天也會如夢如幻。小至人生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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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至宇宙星球的生成毀滅，無不如此。如果你認為真實，你能夠

把昨天拿出來看看嗎？這是宇宙法界的真相！要認清真相，才能夠破

除無明的愚癡。「無明」就是不了知法界一切本來如夢如幻，所以才

會從本來清淨無妄的自心，生出一念有外境可得的妄想，而形成隨著

妄想輪迴生死的阿賴耶識；而眾生都把這個已受污染的心識，當作自

己，造種種業來延續、加強它，永無止期。

心不執著，身隨所安。

如果了知一切如夢如幻，自然內心對萬法不會產生執著。不安是

由執著而起。如果知道一切都是如夢如幻，身心都不會為了夢幻中的

事而起煩惱。所以，身心的煩惱減輕了，甚至沒有了；身心就安定了，

不再煩惱、恐懼。

如果以十二因緣來看，從「無明」到「老死」的生滅，都是由執

著如夢幻一般的塵相所推動的。如果了知諸法如夢如幻，對諸法不再

執取，那麼「無明」到「老死」的十二支因緣，好像猛火不再加薪柴

就會熄滅，又像毒草不再灌溉就會枯死。如果了知諸法如夢如幻，對

十方三世的諸法都不再執取，輪迴才可能停止，才能得到身心真正的

大清涼、大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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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念起時，勿隨勿制。

如果已徹底了知諸法如夢如幻，就明白自己心中所起的一切念頭，

都是如夢如幻。對於這些如夢如幻的念頭，不要被它牽著跑，也無須

刻意去壓制它。因為如果被它牽著跑，就是落入「無明緣行」的十二

支生死輪迴中；刻意在壓制它，就是不明白它原是如夢如幻，而當它

實有，仍不脫「無明」的範圍。所以要「勿隨勿制」，了知它如夢幻

而既不隨念起「行」執取，落入生死，也不刻意壓制，落入無明。

緣境違順，塵影好醜，不起愛憎。

所以，對一切外境、心念的塵相——無論是違境或順境，無論順

心或拂心，因為了知如夢幻，就不會起欣喜或厭拒的心。心中一有愛

憎，就是當它真實，起了「無明」、「行」、「識」等十二因緣生滅

心，就不能解脫生死。

惟常覺照，而忘覺照。

這樣「修深般若波羅蜜多」，覺照萬法如夢如幻；最後，連「修

深般若波羅蜜多」這個覺照的念頭也沒有了。如果還有「覺照」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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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萬法都不執著了，卻仍把一個「般若波羅蜜多」法，當作真

實而起了執著，叫做「法執」。佛陀說︰「我教如舟。」如果已到了

彼岸，就應捨舟登岸。如果執著在舟上，不肯下來，就到不了彼岸；

但是，如果尚未到岸就捨舟，就仍會墮船漂流在生死大海中。

佛心自心，本自如如。

釋迦牟尼佛成佛時，以天眼觀察法界一切眾生，舉手觸額三歎說︰

「奇哉！奇哉！法界有情，無不具足如來智慧德相，只以妄想、顛倒、

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著，則清淨智、無師智，自然現前。」

這就是說︰法界一切有情的心，本來都是如佛一般清淨的；如佛一般

的智慧德相，也是本來具足的。只是由於起了無明、妄想的種種執著，

所以不能明白、證得本來清淨、圓滿的本心。如果能「修深般若波羅

蜜，了知諸法，猶如夢幻」，遠離身、口、意一切妄想、顛倒、執著

的作業，則本來清淨、圓滿的自心就會現前。這清淨本心，佛和眾生

是沒有兩樣的，所以說「佛心自心，本自如如」，也就是指眾生本來

清淨的自心，是和諸佛的心相同的，都是如法界的真實體性一般不生

不滅、不來不去、不垢不淨的。

我見破盡，心一境性，即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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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始以來都把這個能藏一切無明、業力的阿賴耶識當作自己，

所以為了一個虛妄的「我見」，造種種業來滿足自己。因此，始終不

能脫出十二因緣的束縛，完全是為了一個「我」在作業。如果「修深

般若波羅蜜」，由於了知諸法如夢如幻，自己也如夢如幻，就不會再

執著我見，認為真的有一個「我」。如果如《心經》中所說︰「聖觀

世音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自性歸空。」就是我

見破盡了。當我見破盡，對萬法的體證，也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的色空不異真如境界。那麼，「心即是境，境即是心」，遍法界

無非無妄本真的法性，就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佛境界。

到了這個境界，乘著初皈依所發的菩提大願，並不入小乘的涅槃，而

是盡未來際像摩尼寶珠一樣，隨一切眾生的心念而現無量身，度法界

一切眾生成佛。只要法界還有一個眾生，佛陀的度生事業與隨類示現

是不會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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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佛教藏密寧瑪巴圓覺宗心印傳承法系

第一代 本師釋迦牟尼佛（毗盧遮那佛之等流應化身）

第二代 文殊師利菩薩（龍尊上王佛如來之應化身）

第三代 蓮華生大士（釋迦牟尼佛之身、阿彌陀佛之語、觀世音菩薩

之心、融合三聖之三密為一體之金剛應化身。）

第四代 貝雅達賴祖師（達摩祖師之後身，乃大勢至菩薩，亦即密宗

金剛手菩薩之應化身。）

第五代 諾那金剛上師（蓮華生大士之應化身。）

第六代 華藏金剛上師（乃貝雅達賴祖師、大勢至菩薩之應化身。）

第七代 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華藏祖師法嗣，圓覺宗第七代

住持，度母觀音即身成就之明心見性大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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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的圓覺宗心印傳承

紅教圓覺宗，係藏密古派寧瑪巴傳承，乃直接承續釋迦牟尼世尊

成佛經驗，代代相傳，未曾中斷之宗派。當此末法時期，實為稀有難

逢之無上法門。凡值遇者，若能一心淨信，精勤修持，即身必可脫離

生死輪迴，證得佛果。

圓覺宗依教傳至今已三十四代。而依佛佛惟傳本心之心印傳承，

則由釋尊密付文殊菩薩，文殊菩薩復傳蓮華生大士，又由蓮師於法界

光明中傳付貝雅達賴祖師，貝祖傳諾那呼圖克圖祖師，兩位祖師圓寂

時身體縮小如嬰兒，身化虹光，火化得五色舍利子無數，為即身成佛

大成就者。

諾祖將心印傳付貝祖再來轉世應化之華藏祖師。華藏祖師乃總攝

佛法十三宗教法，融合藏密紅、白、花、黃四派法要及中土大乘「禪

宗」、「淨土宗」、「天台宗」之精華，發揚光大，成為以禪為體，

以密為用，以常寂光土為歸宿，即身圓滿四身五智，成就虹光身之圓

覺宗無上最勝心地法門。

華藏祖師復將此諸佛心印，傳付依度母觀音明心見性，即身成就



23

之聖者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是為圓覺宗第七代心印法嗣。自華祖圓寂一年後，

開始廣弘圓覺心法，法雨遍灑，悲願深宏，皈依弟子十萬餘，非人弟

子無數，並以「觀音超度法」深受顯密大德推崇，感應殊勝。凡經超

度者，無論罪業深淺，火化多獲五色舍利。六道含靈蒙度脫者，無量

無邊。海內外仰慕而來皈依，虔修圓覺宗殊勝法門者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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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宗第七代法嗣傳承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弘化記要

付法傳承

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自一九七三年皈依華藏祖師，同年

即蒙祖師授以心印大法。一九七四年，祖師復為二位上師授金剛阿闍

黎大灌頂。一九七七年，華藏祖師最後一次來台時，為慧華上師授「畫

龍點睛」大灌頂，上師即於當夜證入本來，經祖師印證為明心見性。

一九七九年，華藏祖師圓寂於香港，圓寂前特囑弟子將其色身上最後

僅存之全頭髮舍利，自港攜台，付予二師。故上師為祖師守孝一年後，

即於一九八０年，承繼華藏祖師之遺志，開壇弘化。

上師之弘法事業，始於一九八０年四月二十八日（農曆三月十四

日），即華藏祖師圓寂週年紀念日，假台北市敦化南路「錢浩攝影公

司」方便傳法，為上虞同鄉會之鄉親十一人，傳授《四皈依》及《阿

彌陀佛修持法》。復於同年八月二十日（農曆七月初十，蓮師與華藏

祖師聖誕），假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二十七號之「大群攝影訓練中心」

六樓禮堂，正式開壇弘傳無上密法。此後四年（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皆於該址，於每月農曆初十定期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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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精舍

華藏祖師於一九七七年最後一次來台弘法時，已預囑智敏上師，

自建台灣諾那精舍。並囑慧華上師，今後要籌建華藏精舍，以紀念華

藏祖師。

一九七八年，購國花山莊別墅一幢，做「台灣諾那精舍」道場。

後因信義路道場弘化，皈依者極多，從道獲益者亦頗眾，道場不敷使

用，而華藏祖師囑建華藏精舍之遺命，猶時縈上師耳際，故乃廉售國

花山莊精舍，重購南京東路五段六十三號十四樓現址，為永久道場，

正式定名為「諾那‧ 華藏精舍」，以紀念二位祖師之垂化，於一九八

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啟用。

上師正式弘法後，由各地至總舍皈依之弟子與日俱增，機緣次第

成熟，各地之金剛弟子，相繼請求成立分舍，上師乃隨順弟子之請。

始自一九八三年成立花蓮分舍，一九八四年成立台東分舍，一九八五

年成立高雄分舍，一九八六年成立台南分舍、台中分舍，一九八八年

成立埔里分舍，一九九一年成立新竹分舍。自各地分舍成立後，圓覺

弟子遍佈全省，上師定期至各地分舍弘法，始終無有疲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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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七處分舍成立後，海外因緣亦次第成熟。首先於一九九三年

春，成立美國之紐約及丹頓二處分舍，一九九三年底成立馬來西亞沙

巴分舍，一九九六年復成立美國之休士頓及達拉斯二處分舍，一九九

八年成立印尼泗水分舍，一九九九年成立加拿大多倫多分舍。

恢復祖師道場除世界各地之分舍外，上師更無時或忘祖師傳法恩

德，常思追隨祖師弘法之遺跡，恢復祖師當年弘法道場。一九九０年，

發現廬山小天池之諾那祖師塔院，乃遣弟子向大陸當局接洽不下數十

次，備歷艱辛，終得將之修復，於一九九二年六月舉行重建落成開光。

復於一九九三年，尋得南京玄武湖內之諾那祖師舍利塔，亦將之修復，

於一九九四年四月重建落成。除此之外，上海、武漢及杭州寶成寺（馬

哈嘎拉廟），亦有諾那祖師弘法之道場，亦皆由上師出資修復。

成立基金會

上師首於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於蓮師及華藏祖師聖誕法會

上，籌設「上師慈悲喜捨基金會」，本「度生不廢入世方便」之原則，

積極關心社會公益事業，更實際從事度生願行。自籌設以來，蒙十方

大德捐輸，使會務得以大力推廣。每年濟度貧病急難，不可勝數；寒

冬送暖，連年不斷；放生護命，更是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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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入世之社會關懷，或佛法之弘化度生，總須以心靈改

革為根本。上師有鑑於此，乃於一九九一年，決定將原籌設之「慈悲

喜捨基金會」改為「諾那華藏精舍慈悲喜捨功德會」，並另設立「財

團法人圓覺宗智敏‧ 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以推動佛法之社會

教育為主旨，財法兼施，權實普濟。並於各分舍成立基金會之分事務

所，全力配合推動會務。復將各處道場，悉皆登記基金會名下，成為

永久性法人財產，以避免未來產權紛爭。故圓覺宗之名，將隨基金會

之永久存在，而得以永續發展，弘通無盡。

興建閉關道場

上師心心念念以成就弟子為願，為鼓勵弟子實修實證，自一九八

七年元旦起，即常以連續假期，於總舍或分舍舉辦三天至七天之短期

閉關。復自一九八六年起，發起建立長期閉關道場之構想。首先於一

九八七年，覓得福隆鰺鯉山一處道場；一九八八年，復於內湖修建關

房。此二處道場，後皆以因緣之故，未能繼續使用。一九八九年，於

埔里小埔社購得約二甲半之土地，動工興建圓覺宗祖師殿，並附設閉

關中心，至一九九二年元月，落成開光，提供同門長期閉關之用。

一九九三年，美國丹頓弟子捐出一片土地，除成立分舍外，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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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示成立閉關中心，提供美洲地區弟子實修之道場。

助念團遍佈

人之一生，以臨終一念，最為重要。凡人臨終，皆無比恐懼痛苦，

失於正念，隨業流轉。但此時若能聞一佛名，則無始所造罪業，將為

之消滅，不墮惡道；若能憶念於佛，則捨報必生淨土，常隨佛前，直

至成佛。且一切有情，無非自己過去父母眷屬，如何不思救拔？上師

鑒此，故指示弟子，成立助念團。

「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首於一九八六年八月，於台北總舍成立，

開始為臨終及捨報者無條件免費助念，緊接著中壢亦於一九八七年成

立助念團。而後各地分舍及無分舍之縣市，亦皆成立助念團，助念成

為本宗利生事業及弟子修持之一大項目。

各地助念團成立之初，由於團員人力及時間上之限制，多以中陰

助念為主，而後隨因緣之轉變，有些助念團漸漸轉為以捨報後八小時

之內的助念為主。至一九九九年，上師指示推動「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掌握病人臨終最後一念為之助念，以助亡者獲得更直接、更究竟之利

益。此後助念團展現另一種風貌，擴大服務對象，更深入幫助病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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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之心靈需求，建立起更具活力及熱忱的師門形象。

法會不斷

法門之延續，不在精舍、道場之莊嚴與數量，而在弟子之成就，

此乃上師素所強調者，故法會、共修、閉關及助念，乃為本門之重點。

法會用以弘法及攝受，共修及閉關用以自證，助念用以度生。上師自

開壇弘化以來，各種定期法會，如佛菩薩聖誕、每月初十蓮師薈供、

每年兩次傳戒及每月誦戒法會、定期蒞臨各地分舍弘法等，一直未曾

間斷。

除此對內之定期法會之外，另有對外大法會，多假各地知名大型

演講場所舉辦。如多次於台北實踐堂、高雄國軍英雄館、高雄勞工休

假中心、高雄商校大禮堂、台中向上國中大禮堂等地舉辦之祖師聖誕

擴大法會，於台南勞工育樂中心舉辦「全民念佛」大法會，及於台東

文化中心舉辦之對外大法會等。上師弘化初期，並於各大百貨公司，

如台北環亞、東光、力霸、上格，高雄大立、尖美，台南東帝士，台

中遠東、長圓等處，皆配合佛教文物展覽而舉辦大法會。此乃謹遵華

藏祖師「弘法要在人多處」之開示而為之，因唯有在人多處，才有機

會接觸眾生，而得以攝受度脫之。



30

為推動「一念蓮華生命關懷」，上師亦曾鼓勵各地道場，協助各

大醫院設置佛堂及往生室。藉由恭請上師為佛堂及往生室開光之便，

或請上師做方便開示及傳法，或舉辦專題演講，以度化醫護人員、病

患及家屬。全省已有四十餘處公私立醫院、榮民醫院及榮民之家，都

曾先後恭請上師開光、傳法或演講。

上師一心一意，以荷擔如來家業、成就眾生道業，為終生職志。

故長年奔波各地，只為弘揚圓覺心法，廣度眾生，同成佛道，私毫不

顧自身疲累。悲心之深重，澤被之廣遠，實難磬述，謹誌銘感。

成立金剛贈經會

上師自一九七二年，以救度亡母之因緣，而成立「金剛贈經會」。

至今所印贈之經書種類逾百餘種，數量超過數百萬冊；此外並印贈佩

帶成佛咒輪掛牌、金屬咒輪貼紙、佛像、咒輪、陀羅尼經被、金剛明

沙等法寶，完全免費普贈各界。所有經書、法寶，皆遍及國內外，利

益眾生，不可勝數。

運用專屬媒體

師門專屬之媒體，首先是一九八四年，開始出版季刊，為紀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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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祖師故取名為《華藏世界》，以登載上師開示錄及師兄們修持心得

為主。後於一九九五年，復出版雙月刊，集上師及祖師之名號而取名

為《智慧蓮華》，以刊登法會活動訊息及生活小品為主。

此外，為運用時代科技，有效傳播資訊，遂於一九九七年成立師

門專屬網站。二０００年底復成立「一念蓮華」專屬網站，為師門第

二個網站。期讓師門之宏法利生事業與理念之弘揚，更加無遠弗屆。

悲願無盡

一切弘化利生事業，雖盡屬空華佛事、水月道場，然上師住於本

然寂照不二之大圓覺海中，亦不離大悲，不捨一塵，不廢方便，起如

幻之大用，廣行利生空華事，普建弘法水月場，將一切有緣眾生，悉

皆攝受入大圓覺海。此亦不過上師無盡悲願流露之一滴，實則眾生無

盡、世界無盡、業與煩惱無盡，上師之悲願與度生事業，亦永無窮盡。

我等弟子，有幸得入上師門下，愧無實證功德、度生力用，但當各盡

己力，於上師所行化之事業，勉力護持。以師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

志。願生生世世，追隨上師，遍於法界，度盡眾生，同登覺岸。

大圓滿！大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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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佛教藏密寧瑪巴圓覺宗教傳傳承法系

第一代祖師 阿達爾媽佛

第二代祖師 毗盧遮那佛（又名大日如來）

第三代祖師 五方五金剛

第四代祖師 釋迦牟尼佛

第五代祖師 金剛手菩薩

第六代祖師 格乃布道爾極金剛

第七代祖師 謝爾遜哈金剛（以上為印度祖師）

第八代祖師 蓮花生大士（印度第八代祖師、西藏第一代開山祖師）

第九代祖師 那恩克林寶金剛（以下為康藏祖師）

第十代祖師 赤松唵德布最金剛

第十一代祖師 一心抄嘉金剛

第十二代祖師 道爾極登九金剛

第十三代祖師 穆彩真恩寶金剛

第十四代祖師 燃恩寶雜寶金剛

第十五代祖師 任真乾寶金剛

第十六代祖師 道有嘉姆崔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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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代祖師 縮那恩求藏金剛

第十八代祖師 唐同恩嘉寶金剛

第十九代祖師 貢敢尼媽金剛

第二十代祖師 扎雅格道金剛

第二十一代祖 師扎雅貝扎金剛

第二十二代祖師 夏嘎嘎姆村金剛

第二十三代祖師 報推薩埵金剛（菩提生哈）

第二十四代祖師 扎西嘉姆抄金剛

第二十五代祖師 東把格金剛

第二十六代祖師 東把嘉姆村金剛

第二十七代祖師 貢桑西拿金剛

第二十八代祖師 貝嘛勒旱嘉姆抄金剛

第二十九代祖師 貝嘛諾寶金剛

第三十代祖師 門九爾那姆克多爾極金剛

第三十一代祖師 貝雅達賴金剛

第三十二代祖師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法名成立嘉姆抄，又名嘎
納喇嘛）

第三十三代祖師 大持明金剛上師蓮華金剛藏聖者（又名華藏上師，
藏名卑媽別炸，俗名吳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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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代祖師 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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