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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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世界佛教圓覺宗

諾那‧華藏精舍簡介

藏密紅教圓覺宗 極近心印傳承...........................................4

殊勝的圓覺宗心印傳承...........................................................5

圓覺宗第七代法嗣傳承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弘法事略...7

圓覺宗法要簡介......................................................................12

殊勝的圓覺宗超度法..............................................................19

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教育基金會簡介..............21

諾那‧華藏精舍慈悲喜捨功德會簡介..................................23



4

藏密紅教圓覺宗 極近心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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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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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為稀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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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佛佛惟傅本心之心印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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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五色舍利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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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融合藏密紅、白、花、黃四派法要及中土大乘「禪

宗 J、「淨土宗」、「天台宗」之精華。而發揚光大以禪為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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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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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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十四年。法雨遍灑，悲願深宏，

皈依弟子十萬，非人弟子無數。以「觀音超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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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華金剛上師弘法事略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於民國六十二年皈依華藏祖師，初謁祖師，

祖師即告以乃多生多劫之因緣，方為師徒，當下即授二師「無上密法」。

並於民六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將諾那祖師所親付之諸佛心印，傳予兩位

上師。並陸續賜下使用近四十年之鈴杵等法器、法衣及公私印章及傳

予紅、白二教百餘種無上密法。六十三年，授智敏‧慧華上師金剛阿

闍黎大灌頂，並付藏文印章、法本等。民六十六年華祖觀機緣成熟，

為慧華上師灌「畫龍點睛」大灌頂。師當夜證入本來，經祖師印證為

明心見性，堪承如來家業，廣救群迷。師於華藏祖師圓寂後一年開始

弘法，初假「錢浩攝影公司」方便傳法。復於台北市信義路三段「大

群攝影訓練中心」正式開壇弘法，此後四年皆於該址於每月初十定期

傳法。後因皈依弟子眾多，道場不敷使用。乃集善信大德淨資於民七

十三年十一月購置南京東路五段現址為永久道場。至民七十九年底，

又呈擁擠。復於八十年初擴建為一百坪，使用至今。如今，道場又日

益擁擠，尚祈十方大德鼎力贊助，助成更大之道場。

師悲心廣大，誓願深弘，度生不畏艱辛，無私無我。初於信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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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弘法時，每於法會前，親排座椅，

乃至會後整理場地。又七十三年購置

南京東路總舍，貸款壓力甚大。逢舊

曆年，竟僅餘數百元現款，為度生事，

喜捨若此。故弘法至今雖僅十四年，

已先後自購台北總舍及花蓮、台東、

台中、高雄、台南、埔里、新竹七處

分舍。並於埔里建立祖師殿及閉關道

場。近年來，更不忘祖師殊恩，派弟子至大陸廬山，通過各種管道，

尋覓並修復第五代祖師之諾那塔院、祖師舍利塔、建立祖師殿、又新

建諾那華藏精舍，以法乳反哺大陸同胞，祈願早日圓滿祖師將無上密

法普弘中土之願望。

師念念救度眾生，凡對眾生有利益之事，無不盡力為之。從六十

一年成立「金剛贈經會」至今，所印贈之經書已有數百萬冊，金屬咒

輪貼紙、本尊佛像……亦超過數千萬份。七十三年底，又創辦「華藏

世界」雜誌，以文字般若引導有情，至今已出版 22期。舉凡經書、咒

輪、佛像、雜誌贈送範圍之廣，不僅徧及國內，且更遠達美、加、大

陸、東南亞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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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又憶及華藏祖師住世時曾開示：「弘法要在人多處。」因為唯

有在人多處，才有機會接觸眾生而度脫之。故自七十五年起，每年均

於全省各地大型百貨公司弘法。如台北環亞、力霸百貨，高雄大立百

貨，台南東帝士百貨，台中長圓百貨等舉行法會。同時，又每年舉行

祖師聖誕之數千人大法會，許多同門皆由此因緣而皈依，得以修習密

法，步上解脫之路。

除法雨普施外，師更於七十七年起成立「諾那‧華藏精舍慈悲喜

捨功德會」（原「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慈悲喜捨基金會簿備處」）成

立至今，度生事業更為廣大。除每逢佛菩薩誕辰舉行放生法會，所放

生靈至今已上億萬。又於各地分舍成立全國性助念團，由發心弟子二

十四小時隨時出動免費為臨終者助念。為令亡者神識有所依止，利於

超度，於總舍設地藏殿，彌陀殿安置牌

位，令亡者早生極樂。另於金山興建「智

敏‧慧華上師慈悲喜捨骨灰堂」免費收

容安置貧困無依者骨灰。

自七十五年起，每年歲末濟貧均至

各地孤兒院、養老院。乃至復興鄉、尖

石鄉等山地救助貧困。贈予慰問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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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棉被等日用品。師又令弟子設計可二十四小時吟誦佛號之語音合

成機及太陽能唸佛機、陀羅尼往生被，大量寄贈全國及世界各地寺廟

與佛教團體。並由北印度瓦那那希（ARANASI）佛陀初轉法輪地運進

恆河沙，經加持成為可度脫亡者往生佛國之「金剛明沙」，盛入弟子

所設計之咒輪掛牌盒中，大量普送。頗有亡者灑明沙火化即獲舍利及

佩戴者逢凶化吉之實例，故普遍獲得國內教界之熱烈歡迎。

師於八十年五月成立「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

基金會」，以推廣佛陀教育，端正社會風氣。除培養佛教人才、發行

佛法教育及有益人心之書籍、雜誌外。亦準備贊助特殊教育機構及推

廣其他教育、文化活動。惟目前由於經費不足，尚需十方大德發心贊

助，共同為淨化世界人心而努力。

由上可知，師之度生，非尚空談。處處將悲心化為行動，以祈令

一切眾生都能有緣聞受佛法，乃至究竟解脫。師平日說法不倦，弘法

以來，大小法會未曾暫歇，南北奔波，不知疲累。聞師說法，深入淺

出，雖極簡要之法，師亦不忍弟子迂迴。每於切要處直揭體性奧秘，

以暢佛陀本懷。令弟子煩惱罪業當下歸空，返聞唯見自性。而於生死

輪迴，悟其空花幻影，超然直趣圓覺性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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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證量境界，雖早經祖師印證明心見性。然於弘法十數年來，

由體起用，悲心廣運。於大圓滿無上瑜珈，獲大成就，又師自七十四

年清明前後開始以「觀音度亡法」專壇超度。凡經師超度之亡者，無

論罪業淺深，火化多獲五色舍利，或呈身體柔軟，面色如生等種種瑞

相。此等功德力用，古來大德亦為罕見，師之修持境界，由此可見一

斑！

師所傳蓮華心要、度母心要，圓覺心法、歸元要訣、大手印、大

圓滿……均係藏密無上密法之心髓與蓮師所傳印土最古密教之精華，

直指心性而無事相儀軌之迂迴。凡有緣聞法，一心精勤修持者，必可

即身成就。普願十方大德，同來皈依受持，共趣無上菩提。

民國六十三年華藏祖師來台弘法，智敏上師與慧華金剛上師隨侍在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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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宗法要簡介

「圓覺」是三世諸佛之因地，十方眾生之本有。乃法界之真性，

成佛之妙行。達摩西來直指，密藏奧義妙用，皆涵攝無餘。

圓覺宗總攝顯密十三宗，縱含無上密法精髓與禪宗直指之妙心，

橫攝天台三觀教義與淨土實相法門。修持圓覺心法的佛子，自皈依起

即教以心地法門。行者依上師灌頂開顯本覺智起修，修習本尊三密瑜

伽。並次第進修行大手印、大圓滿勝法。復顯自心，本自如如。行普

賢、地藏、觀音、彌勒慈悲喜捨四大行願，普攝救度法界有情。不離

此心圓滿法報化三身三土，證大圓滿虹光身。隨緣顯現宇宙任何時空，

教化有緣眾生。茲因限於篇幅，例舉數法要如下：

皈依法

皈依法為入佛之門，十方菩薩由此而修，三世諸佛從此而證，然

皈依真義失傳已久，本門所傳皈依，乃由本師釋迦文佛於宣說法華經

後秘傳第二代祖師文殊菩薩而傳下，有緣聞法思修，直悟心源為期不

遠矣！

本尊簡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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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門主要以蓮華生大士 （釋尊、阿彌陀佛及觀音合一之應化身）、

綠度母（南海普陀山觀音）為本尊。簡修法為本尊法初階。修習化身

瑜伽，與本尊化身相應。

本尊專修法

為本尊法中階，修習本尊報身瑜伽，依之修持，可成就本尊報身，

或往生本尊剎土。

本尊心要法

修習本尊法，報，化三身瑜伽。總攝無上密宗馬哈（生起），阿

努（圓滿），阿底（大圓滿）無上乘密意。行者依此可成就本尊四身

五智，究竟成佛。

淨土法要

本門所傳淨土法門，乃無上密宗蓮華部甚深法要。如「紅教念佛

法」，「最密生西彌陀大法」（頗娃開頂大法）、「乘蓮花往生法」、

「阿彌陀佛修持法」、「彌陀十念法」…。行者依之修持，上根者，

此生即能還歸常寂光土。中根者，則能直達實報莊嚴土。下根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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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淨業往生方便有餘土。最重要者是絕不落中陰，不入化城。

密乘息增懷誅等用法

數十多種，為方便攝受眾生之法門。雖可滿足世間種種願望，究

竟在令有情趣入佛智。所謂「先以欲釣牽，次令入佛智。」師於每月

初十蓮師薈供後，傳授用法，以應弟子世間需求。如息災增福、辟邪

除障、消業治病、招財富、延壽命、求權勢、名位、子嗣……等用法。

凡皈依弟子均可受持，以滿足世間種種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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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印

大手印梵文「馬哈母咱」，「大」

謂法界體性，無有邊際，「手印」喻

輪寂顯有一切，皆體性如幻所顯，一

切不逾菩提自性。自性本無可言詮，

無以意表。然認得本面，寬坦任運，

則十方三世，悉入法爾。師承紅、白

二教法脈，於大手印教授具直指之功。凡受法弟子，明心見性，証悟

法身不遠矣！

大圓滿

大圓滿為無上密宗之極頂，本門所傳「自性大圓滿心髓金剛藏乘」，

又為大圓滿的極頂。誠如郭元興大德節錄無垢光尊者「論大圓滿之殊

勝」所云：

1.其餘的法門都偏重般若，所以可以速得開悟，但欠缺超脫力，
所以不能即身解脫。本部法有見根法要，只論精勤大小，不管根機利

鈍，都可成就。

2.其餘法門對於各各法性，都在意識審察中建立信念。所作空觀
如暗中投石，本部法則不用意識審察，現前即有，現量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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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餘法門都以能說的文句為憑藉，所以對義境一開始就要求通
達領悟。本部法不用文句一字，而現前覩見義境，因此可以不依文句

而成佛。

4.其餘的法門對於各各實相的義境，都以心慧取為觀境，而建立
體道果，時時要用思維籌量。本部法顯了現證，不用心慧所作分別體

道果，即可成佛。

5.其餘法門總要分別前後困果，故不能不另外去求菩提。本部法
菩提自現，所以不用因果勝劣的作業，也不必精勤修行，分別取捨。

6.其餘密法要用脈風明點等，當年齡少壯時，脈通舒展，易證菩
提。年齡老大，大種力衰，故不能得解脫。本部法光明的日月從內起

現，所以只要具足精進，不管年齡的老幼，都能解脫。

7.其餘法門都認為三身是究竟果，是所觀待的法門。本部法在道
中即明顯顯現，所以在究竟光明本淨界中能任運任持証智的妙有境界。

修習本門大圓滿法，如法精勤修持，即身可以圓滿四身五智，成

就無上菩提。並可如同蓮師，以虹光身永恒住於法界，示現在有緣眾

生之前而度脫之。

蓮師薈供法

昔日蓮華生大士將離西藏，藏王臣民皆依依不捨，蓮師云：「我

無來去，唯信我者，即現其前而為說法。每月初十日，我自來視諸弟

子。」此即藏土每逢農曆初十修蓮師薈供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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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農曆初十，修習蓮師薈供之功德極大，茲略述如下：

七月初十：可去病免難，神通，長壽具足，成就大士身，臨終生大士

國土，欲求成佛，即得成佛。

八月初十：能降伏魔外，可除地水火風諸病，一切如願。

九月初十：能衣食豊足，於夢中獲知未來吉凶。

十月初十：令一切神鬼，不敢侵害，顯密圓通，不破戒律，得大智慧，

成金剛身。

十一月初十：可免一切星宿等不祥之事，一切希求如願。

十二月初十：能降伏龍王外道，天魔神鬼，令彼聽命。

正月初十：消災延壽，辯才無礙，能如願滿足眾生所求。

二月初十：能治一切難治之病，令百姓繁衍，衣食豊足。

三月初十：可免年月日時運不祥，消除惡夢及家事不順，求成佛者，

易得成佛。

四月初十：令一切病魔，鬼魔，外道邪法，不能加害，鬼神聽命，求

證金剛，即得成金剛。

五月初十：能滅破戒、謗佛、妄語、惡口等罪。

六月初十：能令壽數未盡者，免除老病，數盡而死者，直生極樂，或

往生大士國土，究竟成佛。

本精舍台北總舍每月農曆初十皆修「蓮師薈供法，敬請十方善信

大德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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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戒法會

戒為萬，行之先鋒，六度之基礎。若要莊嚴法身，當以戒為師。

欲消除煩惱，當以戒得清涼。凡皈依本門弟子，當更進一步向上師求

請受戒。每逢農曆十五誦戒布薩法會，求戒者（限已受皈依者）可向

上師方便求受五戒、菩薩戒、金剛乘十四根本戒。而於每年農曆三月

十五日，九月十五日正式受戒。

凡受戒弟子，師傳以大圓滿六加行，以為未來受持大圓滿法之前

階。

如來成正覺 於一切義 無所觀察 於法平等 無可疑惑

無形 無相 無行 無止 無量 無際

離二邊 住中道 出一切文字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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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的圓覺宗超度法

——超度，是與親眷最大、最後的摯愛

真正的大孝，最至的親情，就是禮請實修具德的師父，為我們的

亡親故友建壇舉行拔薦超度大法。

之所以稱名超度，就是指『超越生死輪迴諸苦，度登菩提解脫彼

岸』的意思。當知在佛門八萬四千妙法裡，要以修持超度一法，所需

具備的光明功德證量，向來是最被嚴厲要求資格的。是絕對不允許有

任何一絲一毫虛誇不實的。以故具稱『最極超越度亡大法』。甚至有

些開立一門的宗師；或已受金剛阿闍黎灌頂者，每不乏以審慎持重之

態度，尚有無肯輕涉超度一事的。

而智敏‧慧華金剛阿闍黎，卻常以三五日之促，即受請舉建專壇

超度，其修持之功深德厚由此可見一斑。——這是因為在圓覺宗門裡

的超度，係依藉著修法上師的光明證量，匯集諸佛菩薩的大悲願力。

摧破業獄惡門，直接超薦亡者神識，使脫離三界輪迴惑苦，迅生淨土

極樂光明。

而助念法與超度法的差異處，是在於進行『助念』時，必需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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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亡者的色身，或是親至亡者的陳柩處。而超度則是不論亡者逝世多

久，或已淪他道，或是屍骨不全，或是屍骨不辨，或是客死他鄉。皆

得蒙上師悲願功德力，加持亡靈，消除夙業染見，還證本來明寂。或

是得以超越時空曲阻，蓮生西方極樂世界。總之，助念與超度，前者

雖亦功德甚大，但後者卻能助令亡者決定往生就無疑。在親眷命終之

最後，為其兼施助念與超度，將是最明智的最好選擇。

具恩 上師慈悲，不論請求者與被超度者是否皈依 上師三寶，

只要是亡者家屬真誠請求， 上師皆慈悲應允為建專壇超度。又上師

憫恤喪家哀困，專壇超度功德金每位僅只薄收五萬元。為讓亡者迅速

培聚福慧資糧，復以所收之超度功德金供養，全部用於弘法，及印贈

經書法寶等。並將一切淨施功德全部迴向亡者，及其冥陽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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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教育基金會簡介

今日世界充斥著侵略暴力、道德墮落、環境污染、落後國家飢荒

等陰影與危機。

圓覺宗智敏‧慧華上師認為唯有透過佛陀所教誨予人類自覺的再

啟迪教育。才能從根源處解決人類文明之亂源，因此成立『財團法人

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

宗旨：稟持佛陀自覺覺他之本懷，及上師慈悲喜捨之精神，教育並改

造人心回歸至善至美之圓滿覺悟。

工作內容：

1.設獎學金，鼓勵並培育佛法人才。

2.以演講座談或其他方式，宏揚圓覺宗教義淨化人心。

3.圓覺宗教義之宣化、講授、研究、、獎勵。

4.發行佛法教育之書籍、雜誌、視聽出版品。

5.籌備成立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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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贊助特殊教育機構。

7.其他教育、文化活動，或捐贈者指定之項目。

讓我們以智慧、愛心與財力，支持佛法教育的推廣，一起來改善

我們的世界。誠摯歡迎您的加入參與。更企盼您的贊助。

□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六十三號十四褸

□電話：( 02 ) 2764-1117 2753-2621

是故比丘 無為放逸 我以不放逸故 自致正覺

無量眾善 亦由不放途得

一切萬法 無常存着 此是如來末俊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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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那‧華藏精舍慈悲喜捨功德會簡介

（原名：智敏‧慧華上師慈悲喜捨基金會）

宗旨：本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教示，教學菩薩慈悲喜捨六度萬行

之行願。深入眾生輪迴憂悲苦惱處。引度一一眾生悉皆離苦得

樂共成佛道。虔誓深願於佛前，平等至愛於三界，其人神共鑒

之。

因果昭然，絲毫不爽。施主涓滴悉為作最直接最宏大之功德。經

手財務分毫不苟，經常公佈於經書末，佈告欄及「華藏世界」徵信。

並定期作大迴向福慧招感，決不漏失。又本會為一純慈悲性機構，決

不涉及政治。對像不分種族國籍，不分自他冤親，平等普施，消弭眾

生痛苦令成人間淨土。

內容：

1.放生。

2.免費助念往生。

3.贈經書佛像、法寶咒輪、貼紙、掛盒、徽章……等。

4.贈微電腦念佛機予佛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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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贈黃鍛陀羅尼經被予亡者。

6.贈恆河金剛明砂、往生被，靈骨堂免費安放骨灰。

7.義診義藥。

8.濟助貧病殘障老弱。

9.各種災害之救助。

10.大型弘法活動之資金。

11.弟子長年閉關之資糧。

12.功德主所指定之其他慈濟項目。

13.一切饒益有情之事業。

□長期接受各界善款淨資，不論定期或隨喜均誠摯感謝並功德迴向您。

□電話：（02）2753-2621 （02）2764-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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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敏金剛上師 慧華金剛上師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高雄傳法與諸弟子合影

79年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假高雄勞工音樂中心弘法



26

上師超度．往生極樂

火化舍利．功德無量

林再傳居士經慧華上師超度

後火化之部分舍利

黃如磨居士經慧華上師超度

後火化之部分舍利

朱法生居士經慧華上師超度

後火化之部分舍利（年僅三

歲）

周亞民居士經慧華上師超度

後火化之部分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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