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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為浙江上虞人，生於一九二八年。一九七三年皈依圓覺宗心印傳承第六代 大持明金剛上師、

亦為當世大成就者—蓮華金剛藏聖音，蒙授諸佛心印，與慧華金剛上師同為世界佛教圓覺宗第七代法

嗣。一九八○年開壇弘化，法雨遍灑，悲願宏深，與慧華金剛上師共同建立諾那‧華藏精舍，同為精

舍住持。並創立「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為現任董事長。並兼任中華佛

教居士會副理事長。

上師荷擔如來家業，不辭辛勞，長年奔波全省各地及海外，為度生而忘我，為宏法而忘軀。至今

已在國內成立花蓮、台東、高雄、台南、台中、埔裡、新竹等七處諾那華藏精舍分舍及基金會分事務

所，海外則在美國成立「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基金會」，及馬來西亞沙巴、美國紐約、丹頓、休士頓、

達拉斯、洛杉磯、加拿大多倫多、印尼泗水等多處分舍，將圓覺宗正統法脈，傅揚於全世界。上師更

慼懷祖師恩德，乃重光祖庭，先後重建廬山諾那塔院、修復南京諾那祖師紀念塔及紀念館，並重整上

海、武漢、與杭州三處諾那祖師當年弘法道場。

上師心心念念以度盡眾生、普令眾生得成就為本懷。一九九九年起，上師更積極推動「一念蓮華

生命關懷」，為關懷年老及重病患者，普於各地榮民之家、安養院、及各大醫院，設立佛堂。並向各

大醫院積極爭取成立往生室及助念組，避免亡者斷氣後直接送入冰庫，且能順利接受臨終助念。上師

利益眾生，不僅度於生前，更延及後世，總以令眾生解脫生死輪迴，得究竟安樂為願行。此「一念蓮

華生命關懷」，乃 上師無上悲願之具體流露，亦是本宗將持續推展、永不中止的度生智業，願 上

師之悲願智業流通無盡，如日經天，永恆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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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為江蘇泰興人，生於一九三○年。一九七三年皈依圓覺宗心印傳承第六代大持明金剛阿闍黎

耶、亦為當世大成就者—蓮華金剛藏聖者，蒙授諸佛心印，並印證為明心見性，度母觀音即身成就者，

與智敏金剛上師同為世界佛教圓覺宗第七代法嗣。一九八○年開壇弘化，法雨遍灑，悲願宏深，與智

敏金剛上師共同建立諾那‧華藏精舍，同為精舍住持，皈依弟子遍海內外。並創立「財團法人圓覺宗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為現任副董事長。

一九七二年，上師成立「金剛贈經會」。近三十年來，所印贈之經書百餘種，數量已達數百萬冊；

此外並印贈「佩帶成佛」咒輪掛牌、各種咒輪、咒輪貼紙、佛像、陀羅尼經被、金剛明沙等法寶，其

數無量，數十年來完全免費普贈各界。所有經書、法寶，皆遍及國內外，利盆眾生，不可勝數。

上師修持精湛，尤擅超度大法，所度亡靈無數。凡經 上師專壇超度之亡者，無論罪業深淺，多

獲五色舍利，此即往生之瑞相，故深獲海內外顯密大德之推崇。

一九八六年，上師囑弟子成立「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至今國內已有助念團十六處，隨時出動

為亡者免費義務助念，多年來普受教界及各大醫院給與極度肯定。一九九九年起，上師更積極推動「一

念蓮華生命關懷」，由臨終之前做起，尤其把握臨終最後一念，為他助念，令其往生。且不自限於門

下，而願與教內、教外一切大德居士、醫護天使、傳播媒體等，共同來推廣，願此知見普及社會，深

入人心，成為生活常識，則大眾臨終之時，便易於把握最後一念，念佛往生。此乃成就眾生最快速簡

易之殊勝方便法門，推廣普及，則人人部可以自度度他，同了生死，何其容易！而由此得度者，何可

限量！上師度生悲願之深廣，於此可見。此「一念蓮華生命關懷」，乃 上師無上悲願之具體流露，

亦是本宗將持續推展、永不中止的度生智業，願 上師之悲願智業流通無盡，如日經天、永恆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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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印傳承原件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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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敏金剛上師阿闍黎灌頂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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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華金剛上師阿闍黎灌頂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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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上師圓寂前最後整頭髮舍利

囑付智敏慧華供奉

華藏上師住世所用公私印章

華藏上師住世所用之法衣 華藏上師住世使用四十多年之鈴杵

華藏上師圓寂焚化後得五色及金銀舍利子約四千餘顆分供全世界

華藏上師住世所用之法衣 華藏上師住世所用之念珠

華藏上師囑付智敏慧華金剛阿闍黎法衣法器等法寶

華
藏
上
師
其
他
法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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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獻給真心學佛直求見性的行者

末法學佛障難甚重，行者欲了脫生死，應慎思擇師知見：所謂名

師未必是明師，真明師亦未必是名師，明師乃樸實無華中明心見性的

成就者。

世間一切幻化無常，生滅中既有缺陷又難以掌握。可惜眾生無明，

執妄為真，苦苦向外馳求，因此心中充滿煩惱失落卻又難脫自身業力

趨使，輾轉於六道中輪迴流浪，苦無出期。智者欲求解脫如此生死輪

迴之苦，當依佛陀正法知見，慎擇明師指引，向自心直求見性，方能

脫離生死輪迴之桎梏，獲得恆久安樂的生命。

佛法各宗派別雖多，然皈元並無二致。其中唯禪密二宗為果地起

修，直指本心，最少迂迴。禪宗講即心即佛，密宗說即身成佛。二皆

直証本自圓滿清淨之本體。而無上密宗更得殊勝方便，直趨性海，乃

最了義，即生成証之法門。然而眾生離自心日遠，若無明師「標月之

指」，如何於茫茫業海中達究竟自在安樂之地？佛於金剛果論即曾開

示：「吾滅度後，末法年中，多有純根劣智眾生，心迷意醉，智暗情

昏，雖有齋戒，並無智慧，愚心高傲，邪見自專，不肯下心，參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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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正真訣法。」末法行者昧於自身業力纏縛，不參明師，隨意擇師

修行，終以心中離佛日遠，難體佛意，因地不真，致果遭迂曲，終不

能得佛心髓。更不用說諸多拜著邪師誤入歧途，走火入魔而不自知者，

甚是可悲。古之大德學佛業輕於今，卻仍虛心參求明師，吾等行者於

末世中學佛，不論顯密修行，更應首重慎擇明師。若得明師口訣經驗

指引，不僅得避諸魔障邪執，實乃速証佛果之無上方便。由是可知得

明師之重要。

惜乎明師實甚稀有難遇。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明師難

遇。」本宗華藏祖師亦云：「密乘學者擇師實為最難之事。邪師則隨

處觸目，而明師則萬中無一。」行者於芸芸諸師中如何檢擇明師呢？

行者首應了知明師必有其師承直溯釋尊。若得遇殊勝傳承當可求

得明師。然而禪宗傳承已失，欲仗自力直求見性，何其艱難。而密宗

傳承雖有存續，卻分歧多脈，層次混雜。多有執事相儀軌之下三部密

法，少見直指本心之無上密傳承。復有諸多假上師偽傳承，龍蛇混雜

其間。末法行者業重，欲擇明師實如盲引暗，危機四伏。

所幸佛陀預見末法學佛之障苦，開示八正道應以正見為第一。擇

師當依法不依人。明示在正邪不分的末法時期，行者應依佛法正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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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擇師。佛陀於入涅槃前，更開示末法行者當「以戒為師」。提示

大眾擇師當重師之內在戒德。不應為其外相名份神通大小所惑，致顛

倒本末。應知所謂名師不一定是明師，而明師也未必是名師。真明師

必是明心見性的成就者。

目下許多行人常隨俗盲從擇師，以某師徒眾甚多，或經常出現於

電視媒體，或自封活佛名銜，或喜以神通惑眾，即奉為明師。如此擇

師猶如盲目崇拜偶像，迷於鮮明誘人之虛幻外相，不以智慧觀察，人

云亦云，終為邪執，非智者所為。古德有云：「寧可千生不悟，切莫

一朝入魔。」行者應引為明鑑。若發覺所依之師具邪知見，當秉承「依

法不依人」之旨速求脫離。絕不可因循苟且或礙於情份不好意思。否

則師徒必將同墮金剛地獄，出苦無期，行者能不慎乎？

因此，擇師知見實乃末法行者此生能否了脫生死之重要關鍵。行

者若能建立正確知見，擇得明師，其利益無法衡量。因明師雖明自性

自度，卻能以殊勝方便，如幻度脫吾等世世輪迴業苦之故。其利益遠

超世間一切功名珍寶。當恭敬師如至寶，勤以身口意供養，淨信依靠。

又若行者不幸無緣得遇明師，以有緣得擇師正知見故，亦能得趨善師

而遠避邪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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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圓覺宗弟子自皈依 智敏‧慧華兩位金剛上師後，時承師恩

加被，得大依怙。感師德巍巍，復思末法眾生徬徨不知所依之苦，遂

發而為文，整理歷代高僧大德及本宗祖師之有關開示，及經典中之擇

師知見，以為真心學佛修密行者之參考。文中並將本宗上師傳承之殊

勝引介大眾，唯祈有緣行者真能以此因緣，究竟離苦得樂，同証無上

菩提。深望真心欲求徹証心源了脫生死之行者細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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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義殊勝的密法

密法之「密」乃吾人自心之秘密，此自性之境界襌意高深，凡智

難測。甚至一代律宗大師弘一法師亦曾因未深涉密宗教理即疑議密宗，

而於一次演講佛法宗派大概時公開表示其過：「在大乘各宗中，此（密）

宗之教法最為高深，修持最為真切。常人未嘗窮研，輒輕肆貶謗，至

堪痛歎，余於十數年前曾聞「密宗儀軌」亦嘗輕致疑議。以後閱「大

日經疏」，乃知密宗教義之高深，因痛自懺悔。願諸君不可先閱儀軌，

應先習經教，則可以無諸疑惑矣！」

佛說八萬四千法門，略分顯密二宗。顯乃密之方便入門，密為顯

之究竟解脫。又顯教經典以密咒總攝諸佛密意，密宗法本復需顯教知

見以為基礎。故佛法雖分顯密，其實如表與裡，如外與內，圓融無二，

不能分別。一起分別，即非佛法。然因眾生業識分別故，佛隨順眾生

不同因緣根器，開示顯密諸法，引入究竟之地。佛子當把握顯密諸門，

深入無上心地，方得體會諸佛密意，圓証無上菩提。

曾獲政府頒贈普佑護國法師，涅槃時天現虹光，身縮如嬰的本宗

第五代祖師諾那呼圖克圖（活佛之意），於民國初年曾有如下開示：

「釋迦佛之顯教法門，已盛行過。將來是大密宗法門。要盛行到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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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藏密開山祖師蓮花生大士亦曾懸記：「當鐵鳥騰空，乃密法大

興之時。」目前末法時期，眾生根器日薄，分別熾盛，心境染污，日

益嚴重。然此時亦為釋尊懸記「燈將滅時還復明」之時。觀察現世，

佛法確有蓬勃發展之象，而密法亦因近來西藏動亂，喇嘛出走而將密

法弘傳於世。其中本宗第五代祖諾那祖師為首將無上密法自藏地普傳

中土者，而本宗第六代祖華藏祖師則首開先河，將無上密大法弘揚美

加各地。經云：「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值此末世佛

法將滅迴光返照之時，欲學佛者，應把握因緣，依明師聞思無上密法，

如實生信，方不枉得人身，得聞佛法之勝緣也。

然而密法之興起，卻因傳播媒體的誤導（如電影常將喇嘛醜化為

替朝廷賣命的邪惡僧人），及假上師以神通邪術迷惑信眾，致使大眾

誤解密宗，甚且認為密宗是婆羅門教。一代律宗大師弘一法師即曾因

未深涉密宗教理即疑議密宗，而於一次演講佛法宗派大概時公開表示

其過：「在大乘各宗中，此（密）宗之教法最為高深，修持最為真切。

常人未嘗窮研，輒輕肆貶謗，至堪痛歎，余於十數年前曾聞「密宗儀

軌」亦嘗輕致疑議。以後閱「大日經疏」，乃知密宗教義之高深，因

痛自懺悔。願諸君不可先閱儀軌，應先習經教，則可以無諸疑惑矣！」

吾輩後學能不更加戒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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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高僧大德亦曾對密宗加以肯定及讚歎。太虛大師曾參加班禪

喇嘛的「時輪金剛」法會，並曾大力推舉諾那呼圖克圖為他所主持之

中國佛教會的名譽理事長。恭請其傳授無量壽佛法。大師曾云：「然

真空鬥妙極於禪宗，而假門妙極於密宗，故行証之妙門，獨以此二為

崇。」淨土宗大德夏蓮居老居士曾言：「密淨雙修最好，萬修萬人去。」

近代大師如聖嚴法師於一次演講中提到：「密宗是佛教，佛教裡也有

分門別類，雖然方法不同，但同樣的在推行佛教的理念。」星雲大師

亦曾開示：「當代佛教的修行趨勢以禪宗、密宗、淨土宗法門為主流，

由於眾生根器的差異，而各求所契，在這急遽交流互動新紀元裡，如

何邁向禪、密、淨三宗的融合，是一重要的課題。」大師更諄諄教導

眾善信修三宗：修禪、修淨、修密三宗。一代高僧廣欽老和尚亦是肯

定密宗的。屈映光上師即曾應廣老之請至新店廣照寺傳「綠度母法」。

淨土大德李炳南老居士亦為顯密雙修的行者。

中陰得度經云：「敬信密法的人，生前縱有不檢點的行為，火化

之時，至少呈現一種瑞相或為霓光，或得舍利子，密法恩波，是如此

不可思議故。」由以上大師之開示及經典敘述，可以肯定密法實是最

了義殊勝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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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末法修密之最重要課題—慎擇師承

本宗華藏祖師於「擇師略說」一文述之甚明。祖師云：「所謂佛

法難聞者，拜著未聞正法凡俗之師，所求者，心外之佛，所聞者，世

間之法，罔聞如來正知正見，不入見佛聞法之境界，謂之佛法難聞，

而明師尤為難遇。」又云：「密乘學者，擇師實為最難之事，邪師則

隨處觸目，而明師則萬中無一。」因此末法修密之行者實應以建立擇

師之正知見，慎擇上師傳承為第一要務。

密法雖如此了義殊勝，卻如禪宗亟需具備正確經驗的師父以為引

導，方能登堂入室。否則如盲引暗，盲修瞎練，必至走火入魔。近來

許多修密行者即因為未具正知見，任意擇師，遂修出許多問題。虛雲

老和尚就曾對黃念祖老居士說：「密法確實是釋迦牟尼佛的法，但是

西藏戒律廢弛了，不行了。」黃念祖老居士亦感慨的說：「由於密法

這個法門殊勝，天魔就嫉妒。佛要成佛的時候，八萬四千魔軍都來擾

亂。可見天魔無時不來破壞。所以當前就顯出一種群魔亂舞的狀態。

種種冒牌的上師，種種的惡知識，種種的邪說，種種騙人的假藥，這

種情況各處都有。因此學密就很難了。本來是個殊勝的法門，反變成

一個很險的陷阱。」黃老居士本身亦學密，但並不勸人輕率去學密，

原因是真正的上師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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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宗華藏祖師於「擇師略說」一文述之甚明。祖師云：「所謂佛

法難聞者，拜著未聞正法凡俗之師，所求者，心外之佛，所聞者，世

間之法，罔聞如來正知正見，不入見佛聞法之境界，謂之佛法難聞，

而明師尤為難遇。」又云：「密乘學者，擇師實為最難之事，邪師則

隨處觸目，而明師則萬中無一。」復開示：「民國以還，密宗行者多

不明密乘原理，不知內證功夫，因而捨本逐末，向外馳求，結果是所

學愈多，障礙愈深，為法塵、法執所纏縛，永不見佛日。諾那上師西

來，乃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法門，悉數傳授，而使修習行者知其

真相。」

觀察近年來密法之宏揚雖日益蓬勃，然末法諸惡相卻更明顯。做

假上師，毀師謗法，自封活佛仁波切，招搖撞騙，不畏因果者比比皆

是，目前修密之障礙實更甚於祖師之時。因此末法修密之行者實應以

建立擇師之正知見，慎擇上師傳承，為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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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密行者最重要之事—如何選擇正確的上

師與傳承

智敏金剛上師於宏法美國德州達拉斯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會中

曾開示：怎樣判斷一個合格的密宗金剛上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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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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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弟子了解他所傳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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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獲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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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開示：「末法時期，邪師外道如恆河沙數。」於茫茫諸師中，

我們將依何準則來擇師呢？

1.行者必須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修持密法？

是因為密法能快速擁有神通或特異功能？或是修持密法能快速感

應，向人炫耀成果？

是因為修持密法就可以殺生食肉，不守戒律？或是因為修持密法

能不捨世法，娶妻生子盡享榮華富貴？

是因密法能獲得上師灌頂加持，自己不需努力就能即身快速成

就？

行者應知密法乃諸佛菩薩為有緣眾生發心學佛速了生死，慈悲而

設之無上稀有法門。若行者願發心度他而成佛，其願與佛相應，故雖

宿業深重，因淨信密法，必能盡除宿業，即身而證。密勒日巴尊者以

前半生做盡黑業，卻能因一念懺悔，為度自他而淨信上師，如法修持，

終能即生成證無上佛果，即為最佳例證。然而行者若因地不真，常為

滿私慾而求，因心與佛心不相應，故修法不易成就，更可能因生邪執

而入魔。行者應自行省思學佛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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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者必須明白所欲皈依之上師應正確具備以下條件：

（一）擇師首要條件：

（１）行者必須要注意上師的傳承，也就是說先要瞭解（查明）

這位上師的上師是誰？如果上師的上師不是一位具有源自

釋尊不斷傳承的金剛上師，或者其是一位自封的冒牌上師，

則修學這種密法，不但未能得到諸佛菩薩清淨法流的加持，

且易著魔，因而斷絕自己的法身慧命。

（２）這位上師必須公開他的上師為他授阿闍黎灌頂証書及信物

（含法衣、法印、法器、法本等）供人辨識以為明証，此

點最為重要。

佛陀傳大迦葉尊者「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乃不可思議

境界，凡夫智淺，不易辨別真偽，故佛陀特將衣缽付予，

做為信物。密法之傳授更重視法印之正確性，因此由一代

一代的成就者，來確定下一位承接衣缽者之証量和悲智力

的正確無誤，且為讓求法的無數行者，有一取信及修持的

遵循指標，証物和文字証書便成至為重要的信物。西藏歷

代大寶法王証明轉世的活佛，亦皆開示「証書」以彰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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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並表示對求法者的學佛慧命負責任。其目的則是

避免邪師自言「夢中得到傳承」「定中得到傳承」或自言

與佛、菩薩神交這種無憑據，自說自話，不負責任的說辭。

祖師基於「在人間用人間法則」的正念，必用世間能產生

公信力的方式，來彰顯承接衣缽者的真正、無可置疑的權

威性。所以學密行者正式皈依上師前應先於法會道場上見

到其「阿闍黎証書」（公開懸掛於牆上供人辨識）方為正

統修學密法的第一步。「阿闇黎証書」猶如醫師為人治病

必須將其醫師執照公開懸掛以供人辨識，若未具此執照而

為人治病，即是密醫郎中，是不合法的，病人找此種「無

照」密醫治病，生命是沒有保障，且危機重重的。

具足以上這兩個條件，則表示這位上師是具有正確傳承，是可

以參訪皈依的。

（二）若要選擇一心依止的根本上師，除以上條件外，還必須觀察上

師的言行與德量是否符合金剛上師的條件？

蓮花生大士云：「弟子不觀師功德，輕言依止者，如服毒藥。」

行者應審慎觀察師之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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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是否喜談神通，隨意公開顯現？

邪師善於詐現異象，尤喜以詭異法術來誘惑無知信眾，使

其喪失分辨能力，更讓弟子無形中互相比較誰的境界高誰

的神通大，而不知學佛的目的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

淨其意呢！誠如菜根譚云：「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

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意即「濃酒美食、

辣味、甜品並不是自然的口味，真正自然的口味只是「淡」。

而具有神奇特異才能並喜好炫耀其能力的人，亦絕不是最

高超的人，真正最高超的人，言行只是「平凡」。俗說：

「真人不露相。」故真正成就者，絕不會譁眾取寵，以神

通異術來吸引徒眾，而是全憑正法正念來引導信眾老實修

行的。

（２）是否妄自尊大，自讚毀他，別人都不好，只有他最好？

稱讚自己，毀謗別人是邪師專長。俗說「滿桶水是沒聲音

的」而「稻穗愈飽滿，愈是愈下垂的」意即真正修行好的

人，絕不會有此自讚毀他妄自尊大之言行。

（３）持戒清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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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師自身不依佛制持戒，所以不敢說嚴守戒律，而佛陀遺

訓，末法眾生應「以戒為師」，就是在防範邪師作怪，所

以拜師學佛要睜亮雙眼，多觀察這位上師是否身口意嚴守

五戒，菩薩戒，密宗根本戒等所有戒律？

（４）發菩提心的心念是否真切？

本宗華藏祖師曾云：「選擇明師要知師心之出發點，是否

菩提心，行菩薩道之大善知識，能轉法輪者，謂之明師。」

故行者應細心觀察師之用心是否真正發大菩提心？是否發

諸佛清淨大願，平等普度一切眾生至究竟成佛之地？是否

具盡捨世法卻不捨任何一位眾生之大悲心？是否普度一切

眾生而不著度相？

（三）若行者真發大菩提心，亟求即身成就，以期自利利他，自覺覺

他，覺行圓滿著，則除了上述幾點外，尚需再確定：

（１）這個上師所傳的法門，必須是真正修心性的法門。

本宗華藏祖師云：「修行之道無他，唯有革心而已。」又

云：「佛法皈元無二致，方便有多門，皈元者即修心要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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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即修般若波羅密多一種，並無二種，方便者，為

對機立法，藉此方便，使之回頭。專修般若波羅密多，便

可到彼岸，八萬四千方便乃至無量方便，佛教人藉此方便

回頭，專修摩訶般若波羅密多，一種而已，是故波羅密多，

是如來密，一切方便為眾生密。」亦即不在煙供、火供、

燈供、五供、八供、搖鈴打鼓，迎送本尊等事相儀軌上修，

而直接返聞自性，將眾生生滅心，轉為不生不滅之佛心即

為真正心地法門。

（２）這位上師必須是具足証量的金剛上師，亦即為真正明心見

性的成就者。

師之德行應如《莊嚴經論》所云：「知識須具戒、定、慧、

德勝、精進、教富饒、通達真實、善說法、悲憫為體，斷

疲厭。」觀察具足以上十德之善知識而依止也。若師未具

全德，至少應具利他悲心且堅固出離心者，稱上師或阿闍

黎，若具全德且已明心見性者稱金剛上師或稱金剛阿闍

黎。換句話說，所謂金剛上師者，是指如量師而言（程度

極高的上師），必須性相顯密圓融，一切具足，五明悉通，

上承法統，下化眾生。行者若能皈依真正金剛上師，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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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世百千萬億劫福慧具足方能有此殊勝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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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殊勝的圓覺宗無上密心印傳承

圓覺宗心印傳承承繼釋尊所傳古印度密法之心性法門，乃西藏寧

瑪巴古派（紅教）中之無上智心印傳承。一脈單傳，純粹無雜，為密

宗之「正法眼藏」。本宗法要原本一代僅傳一人，經諾那祖師應機普

傳中土，復經華藏祖師融會無上密法精髓與大乘禪宗、淨土宗、天台

宗精華，正式定名圓覺宗。以襌為體，以密為用，以常寂光為歸宿，

至圓至頓。乃極為殊勝稀有之無上法門。

圓覺宗（請參閱附錄二）的傳承，有兩個不同的傳承，一個是共

於一般紅教的教傳傳承，另一個是不共的心印傳承。

本門的教傳傳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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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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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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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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雅格道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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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把叶格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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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名嗅納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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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代法嗣 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現在住世）。

至於心印傳承，不共於其他密法傳承，為本宗殊勝特有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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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代祖師釋迦牟尼佛，直傳與文殊師利菩薩，為第二代祖師，再

傳蓮華生大士，為第三代祖師。蓮華生大士即身證得無死虹光身，於

娑婆世界因緣完畢之後，雖示現回到大士剎土，但實無來去，仍以虹

光身恆久住世，隨緣而現。大士於西藏弘化時，並未將此心印傳下，

直到千餘年後，眾生根機成熟，大士才將此心印傳與貝雅達賴祖師，

為第四代祖師。而後傳第五代諾那祖師、第六代華藏祖師，乃至現今

第七代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此心印傳承，至今僅此七代，代代都是

一脈單傳。

紅教圓覺宗釋迦牟尼心法直傳歷代傳承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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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大士之應化身。）

第六代 華藏金剛上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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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華藏上師印證為度母觀音即身成就之明

心見性大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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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宗心印傳承，承繼釋尊所傳古印度密法之心性法門，乃西藏

寧瑪巴古派（紅教）中之無上智心印傳承。一脈單傳，純粹無雜，為

密宗之「正法眼藏」。本宗法要原本一代僅傳一人，經諾那祖師應機

普傳中土，復經華藏祖師融會無上密法精髓與大乘禪宗、淨土宗、天

台宗精華，正式定名圓覺宗。實則總攝佛教十三宗之要義，回皈佛陀

究竟本心，以禪為體，明心見性，以密為用，方便度生，以常寂光土

為歸宿，究竟圓成，乃至圓至頓之無上法門。

本宗智敏‧慧華兩位上師乃蒙華藏祖師託付心印，並印證為明心

見性即身成就之聖者（請參閱附錄三）。師悲心深切，不僅行住坐臥

用於弘法利生，更經常為有緣亡者行大超度法。經云：「未至見道位

不能修超度法。」祖師亦一再警示，若未証得空性，絕不可行度亡法。

師卻以數日之促，蓆不暇暖的為眾生超度，且每獲五色舍利無數，由

是可知師父之悲心與證量（請參閱附錄五）。然而師心卻虛懷若谷，

每於參訪者言：「不要急著暖依本門，多看，多比較，多探討，等你

看滿意了，再來皈依。但皈依以後就必須專心修持，一心淨信，不要

亂跑道場。」師之悲心何其真切。事實上真正的金剛上師是經得起任

何考驗的。師不爭名份，不求名利，不任顯神通，不輕滿俗求，僅以

圓覺一心上承祖師悲願，以殊勝法要方便，令具緣弟子速証法報化三

身，令有緣亡者火化得舍利，令一切眾生皆同証無上圓覺。然師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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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如幻而度，因自性自度故也。

本宗上師傳承如此殊勝，誠願真心直求心地了脫生死之十方大德

同來參訪皈依，願一切眾生皆得因緣，覓得明師，開顯圓滿覺性，同

証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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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圓覺宗無上密法簡介—直指本心即身

成佛的最上乘法門

圓覺宗無上密法，乃是釋迦牟尼佛成佛經驗之結晶，總攝顯密十

三宗之精華。

圓覺心法，緣自世尊，遞傳至第五代大成就者諾那祖師，及第六

代大持明華藏祖師，為應中土大乘根器，而融匯藏密無上密宗之精髓，

與禪宗、淨土宗、天台宗之精華，所建立之最上乘法門。是故圓覺宗

心法，乃盡攝無上密宗馬哈、阿落、阿兌三瑜伽乘密意，以禪為體，

以密為用，以常寂光土為歸宿，乃佛法之心中心，最上乘之極頂。

圓覺心法之修持，乃由果位起修，直破根本無明。以眾生本具菩

提心為起修因，大悲願力為根，方便為究竟，興無緣慈、運同體悲，

仗傳承上師加持力配合自力，上求佛果下化眾生為宗旨。行者先自證

本尊，再乘諸佛大願普攝眾生而不著度相。

圓覺心法乃至圓至頓之不二法門，其究竟殊勝處，即在於不離此

心，當下圓成一切功德智慧，修處即是證處，毫不迂迴，對於情器三

世，均能不即不離而圓滿法報化三身四土。修持圓覺心法成就之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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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攝九界聖凡同證清淨琉璃身，即婆婆成十方淨土，行者本身一生圓

曠劫之果。

圓覺宗無上密法，在此娑婆世界，前後衹有三次說法：在無量劫

前，現生上王佛曾演說一遍；目前賢劫千佛，衹本師釋尊親為敷演，

其餘九百九十九尊佛均無緣宣說；直至百千萬億劫後，文殊生王佛出

世，始再傳最後一次，以後即永無機緣。而今時丁末法，已如蓮師懸

記：「燈將滅時還復明」之時，正法明燈，正值迴光一現，燦爛輝煌，

乍現還滅。有緣見聞此殊勝微妙法門者，無不是多生累劫廣積福智因

緣。普願大眾珍視此曠劫難逢之勝緣，皈依受持，一心淨信，精勤匪

懈，即身圓證無上菩提，則非唯一身得度，十方三世有情同入大圓覺

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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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圓覺心印的衣缽傳承—華藏祖師的明

確付囑

一、序言

大江主流，逕奔無垠深廣之海域，千百旁支，猶如細脈入主脈，

濤濤江浪聲勢何等壯大雄偉！

日月江河之運行，不捨晝夜，剛健不息。易數六十四，始乾坤而

終未濟，如環無端，圓圓無際，曲盡造化無比之奧妙！維持宇宙協調，

因果律的絲毫不閃失，亦正闡明瞭甚深因緣法之不可思議，唯佛乃可

窮其究竟。未登聖域果海，對境苦思千百因緣，實亦不禁撫膺太息，

悵然若失。

我等愚癡業重凡夫，身處娑婆五濁惡世，福薄而不能生逢佛陀。

居此末法時代，世尊所預言眾生共業所感之亂相一一應驗，處處充塞

鬥爭的暴戾氣氛。大如國與國之爭，小如人與人之鬥；顯如工商社會

之爾虞我詐，強取豪奪，隱如各大宗教之互相排斥，不能包容。甚者，

心量廣大如佛法之顯密各宗，乃至同一師門的道伴同修，亦在明爭暗

鬥。疑嫉之狂飆，吹盡了正法菩提心的恢弘大度，與如如不動的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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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怪乎，世界天災人禍不斷，兵連禍結，此起彼落；森林大火延燒百

里之地，颱風肆虐，毫無忌憚；龍捲風所過處，哀號四起，房舍夷為

平地；核子試爆，死塵瀰漫；而大氣層破洞，地球漸漸炎熱，此為人

壽減少之兆。武器競爭下，不知諸政府何日一言不合，地球數千年文

明即毀於一旦，消失於瞬間。世紀末，潛流暗湧，眾生共業所感，天

地諸惡兆已相繼而現。憂心如焚的仁者啊！是否亦曾思及綢繆之道？

舉目蒼穹，捨佛法，其誰能救？捨蓮師，吾誰與歸？

密法於此非常時代出興世間，拯危濟溺，實亦有其大事因緣啊！

燈將滅時還復明，夕陽黃昏，光明燦爛，實正應驗懸記。凡我密法行

者，若不體諸時代重任，一味沈迷鬥爭之中，縱如佛法之清高，又何

能掩輪迴相續的眾生生滅妄心之醜態與悲慘苦痛呢？

二、緣起

今值 蓮師及 華藏祖師之聖誕，良辰美時，除大法會之慶祝外，

緬懷並思惟當前密法弘揚之何去何從，實亦非常有其必要啊！

屆此時，回想 上師弘法以來，法緣異常殊勝蓬勃。早期皈依之

弟子，較知本門在台初弘之歷程，信心大都非常堅固。然而新皈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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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每受當前外界的蠱惑，而修持遊移不定，荒廢道業，甚者走入岐

途。基於此，不惜舊話重提，再談本門初弘之歷史以溫故知新。若能

拯救許多慧命，令堅淨信，令彼迷途知返，提他千百次又何妨？

三、細數重頭話當年

自從 華藏祖師圓寂後， 上師痛失依怙，每念及師恩未報，輒

聲淚俱下。 上師雖早受金剛阿闍黎灌頂，然一心只願助師弘法，從

未準備自己設壇傳法。而 華祖驟逝，又眼見異教外道猖獗，不如法

之設壇授徒，比比皆是，於是許多淨信同門，勸請吾 師開壇弘法。

智敏上師雖知師付此命，捨我其誰，然 慧華上師卻以自身尚未成就，

擬稍後弘化。此時 華祖不斷在夢中及定中示現，予以加持及鼓勵。

吾 師不敢違背師意，為師守孝致哀一年後，即開壇弘化，承繼 華

祖弘願。

密法首重師徒心印感通，縱使賦予傳承大法，或阿闍黎灌頂，一

旦對師失去淨信，乃是自斷與佛心相續之慧命。吾 師亦深知師徒感

應，常以瑞相示現，乃屬極尋常之事，故一再叮嚀弟子，不可執著。

要知人生已如夢幻，又何必夢中說夢？

四、明確的付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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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既重傳承，自然對法脈的傳遞十分重視。 華藏祖師鑒於世

局動盪，不願密法驟斷，故傳大圓滿法二十五人，唯僅數人得金剛阿

闍黎之灌頂。而兩位 上師接承法脈之因緣如下：

華祖曾親口向 慧華上師說：他們之間乃是多生多劫的因緣。無

怪乎 慧華上師於一九七三年初謁 華祖時，即熱淚盈眶，自念多生

福德，方得遇此明師。 華祖當下即授予 二師「無上密法」，次日

復傳心要法。過二月， 華祖竟將親身使用垂四十年之鈴杵託付。 華

祖返港不久，又賜函欲授 諾那祖師所傳予之諸佛心印，命 二師於

十月十五日九時入定受法。隨後未久，又付予自己公私印章，令師保

管。自此，紅白二教之密法， 華祖毫無保留地源源賜下。

吾 師如此備受宏恩，愈發精進，深恐有負師恩。 師父嘗謂：

「我等雖非上根利器，然承仗 上師傳承之加持，仍知世、出世法虛

實利益之分。故自皈依 華藏上師始，每次面謁 華師，或以書信請

益，百餘封信中，皆就弘法利生事業及修持而請益，曾無一信為自己

或家人求過世間利益。」正因如此，當 華祖於次年再度蒞台宏法時，

立即授二人金剛阿闍黎大灌頂，再度付託藏文印章以及法衣等，且親

自指定 慧華上師為前購之台灣諾那精舍產權登記人。自此，嚴囑吾

師不許在下三部事相儀軌上耗費工夫，而由心法一超直入。至一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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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觀機緣成熟，乃喚 師於前，為之灌「畫龍點睛」之頂，吾 師

當夜證入本來。次日謁 華祖稟告證量，經 華祖印證為明心見性。

華祖喜不可當，知無上密法終得傳人。

自吾 師一九七三年皈依 華祖，至一九七九年華祖圓寂成道，

六年之間， 華祖已陸續將自己的法器、衣物、印章，與諸本尊護法、

以及祖師、 華祖本人青年、中年、老年之個人及眷屬之相片、底片

等，陸續交託二師保管，且授權代師用印宏化。一九七七年最後一次

來台時，又預囑 智敏上師自建諾那精舍，代師弘法，離台前猶再三

叮嚀。並語重心長地另囑 慧華上師籌建華藏精舍，以「紀念」 華

祖本人。由於當時眾弟子皆記取 華祖將住世一百二十年之說，而未

識 華祖臨別付囑之玄機。未料 華祖返港後，身心憊甚，自此服病

不起。是 華祖代受眾業，而自損天年？還是欣見已得傳人，而安然

捨報？當圓寂的消息傳來，在台弟子驚愕追悔不已。 華祖卻早知自

將證入法性，將色身上僅存的最後全頭髮舍利，囑專人自港攜台，殷

重付予 二師。

二師頓憶及 華祖返港登機的付囑，置身於一叢灰白的髮舍利前，

默思「付髮」與「付法」的玄義。回顧 華祖的殷殷託付，常令二師

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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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祖師是大成就者，將無量眾生之慧命如是託付兩位 上師，

大眾於此更有何疑？

五、恢宏的氣度

雖然吾 師擁有 華藏祖師大部份的傳承法寶，其中以髮舍利最

代表 華藏祖師的遺命，然而在弘法道中，仍不免受到覬覦者之毀謗。

當有弟子稟告吾師種種謠言時，師僅喟然而歎：「凡受金剛阿闇黎灌

頂者，均為法嗣，均有弘法之天職，何必相爭？既任此職，即負傳承

大責，須時時以弘法度生為念，以期圓覺正法廣揚久住，度盡眾生，

如此方不負祖師授以金剛阿闇黎灌頂之恩。」

雖然 上師無爭於世，卻有毀謗者以為心印並無證明，妄指 上

師為衣缽傳承，而非心印傳承。此說殊屬偏執諍論，蓋不知衣缽所以

表信，衣缽之付託，即以徵心印之付囑也。彼禪宗以無相為宗，尚由

初祖代代傳至六祖，不廢於此，六祖之不傳衣缽，蓋依五祖之教而止

爭端耳，並非衣缽無效。衣缽與心印本一，豈有傳衣缽而不受心印、

或受心印而不付衣缽之理？蓋衣缽必傳予能與祖師諸佛心心相印者。

更何況無上密宗傳承上師，上承十方諸佛五智法流，下度眾生苦厄，

尤須入壇為弟子灌頂，法流必須維持不中斷與清淨無染，豈可無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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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當此末法，眾生分別心熾盛，惑業轉深，若無明證，何以令眾生

生起信心？豈不是任何人於夢中、定中之八識種種幻妄顛倒，皆可自

稱上師，而自欺欺人，斷眾生慧命？

上師不但繼承 華藏祖師有相之衣缽法寶，更與 華藏祖師心心

相印，一體無二。不僅受傳祖師心印，為第七代真正法嗣，更於 華

藏祖師住世時，受無上密畫龍點睛最祕密心印大灌頂，當夜悟見本來，

次日親蒙 華藏祖師印證為明心見性之成就者。事實勝於雄辯，倘無

真正傳承而自稱上師為人灌頂者，任他說得八萬四千法，與自性卻了

不相涉，如同一盲引眾盲。故初入密乘門者，當知所抉擇而詳加辨明，

有智慧者豈能不小心謹慎，以免自斷慧命，累劫難復呢？

六、大無畏的豪情

壇城邊，高懸著 華祖親頒之金剛阿闍黎證書，證書中清晰端正

地寫著「心戒」：不背覺、不忘念、不邪見、不中斷、不違願。吾 師

指著此誓說：「學佛行者，愈是證入法性，愈是不敢犯任何因果。我

但求自己於修持度生上，心心唸唸均不負 上師傳承，不負己靈，不

負弟子及眾生。至於旁人的毀譽，不過夢中幻影，於成佛度生了不相

干，何須罣礙？」弘法事業，本是天地明鑑、鬼神共護的大業，絲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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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欺或誑人的。

雖然傳承所賜予 上師之信物，多至難以一一計數，然一切如幻

而受，也如幻而作。唯有真正把圓覺宗的無上密法普傳天下，才是真

正的授記憑證。歷史是最好的證人。

七、數年弘法的事實

密宗的傳承確是不可思議，若遇一傳承未曾中斷而又明心見性的

上師，傳承的加持，更顯得殊勝異常。

上師開壇弘化以來，短短數年之間，諾那‧華藏精舍以及各地分

舍相繼成立。其弘揚之迅速，與攝受眾生之廣大，實為奇蹟。種種感

應，殊難罄述。如此現象，若非傳承法脈之正確無誤，曷克臻此？

當然，道場的風格及師徒關係，都為延續 華祖住世之精神。吾

師無意效法藏密嚴格的儀軌、次第，盡量隨順眾生的根器，助其盡早

成就。只要弟子修持已至，他們立即傳最直接究竟之法門，從不願見

弟子在修持道上迂迴耽擱。因為：「當初我們的師父 華藏上師就是

如此，他毫無條件，毫不保留地將傳承大法，及據畢生修證經驗而編

成的無上甚深密法傳給我們。師父曾說：『這些法不傳給你們，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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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邊，又有何用？』師父發心如此，我們豈敢藏私？」

八、心印傳統的流傳

佛法的延續，純靠心印的傳遞，印證本來清淨無染之本體，才是

究竟解脫。心法之外的世間法，即使具足各種神通，若不了心，仍是

夢中造業，與生死大事無關。

玄奘大師赴印請經時，心法已經東來，他所請到的，以唯識法相

為主。中土的心法，自六祖而後，曾燦爛一時，後漸死於話頭之下，

失其精神。 華藏祖師幸遇西藏紅教 諾那祖師，見中土大乘根器，

廣運悲願，將保存於西藏千餘年之心法，傳入中原，不惜打破密乘的

嚴規，廣行方便，弘法利生，首開密法普傳之先聲。

華藏祖師身為漢裔，自知中原根器，深曉若要三根普度，必須顯

密圓融，以天台三觀較屬究竟，而於修證上，則以禪宗為最直截。故

華祖以無上究竟之密法，統攝淨土、天台、禪宗之奧義，廣設方便法

門，饒益眾生殊異因緣。 華祖之法，內攝無上密之精髓，外承傳承

無比之加持，極為殊勝。然密法初興，受此福緣者，尚屬不多。直至

吾 師開壇弘化，上則稟傳承、諸佛之悲願，中則承護法龍天之護持，

下則合根熟眾生之因緣，故能令法門宏光，盛揚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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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知眾生難度，度末法眾生更難。然而度生卻是修證正果

不可或缺的增上緣。即使明心見性者，也須供佛度生二事圓滿，才能

究竟成就。 師父常以自身為例：「自從我證入本體後，還是弘法後

這段時期，進步神速。以往的願心，隨著一分一秒的弘法具行而落實。

故眾生常是助我們成就的最大恩人。」所以 師父一再要求弟子發大

菩提心，一無畏懼，也一無保留。

凡發菩提心願，直接由心法入門之弟子，每日必修華藏上師心要

瑜伽，或以上師相應法作為基礎。吾 師則按自己親炙 華藏祖師的

途徑，由本尊法，一路帶領直入。 華藏祖師所傳，雖為無上部之密

法，卻以親證境界，循「一心三觀」的次第，發明「一心四照」的內

證法門，極其高明精微。吾 師受此心法，歸納為「寂、照」二字，

開示弟子：「內證法」應由「一心三觀」起修，入空後須出菩提路，

方能在所證空性中起度生大用。「一心三觀」重在「寂、照」二字，

由返照而寂照，若能寂照不二，繼而寂照雙離，則可證入本體。繼運

同體大悲，乘傳承諸佛大願，平等普度，則達本自如如之圓覺，超越

三世體用，方是本門心法之圓滿境界。

九、生命無盡的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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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荷如來家業，不是一時的熱忱，而是永不退轉的承擔精神。師

父示現在家菩薩相，沒有寺廟森嚴的門禁規矩，所以常為皈依及求法

弟子而席不暇暖。然而這還只是外在可見的表相。身為密宗上師，不

僅度生濟眾，還隨自身願力，擔負眾生之業債。雖說因果不移，然 上

師既已證入本體，以法界為身，六道三世，與己不二，何況終日以 華

藏祖師之本誓為願：「眾生有病我有病，眾生受苦我受苦。」 師父

與眾弟子的關係，不再只是一種名份，而是生命的聯繫，濃於血緣。

上師見當前外道猖獗，時以神通鬼道誑惑世人。本門弟子亦有誤

入岐途者，待惡夢驚醒，欲重歸正法時，卻屢受魔障，欲振乏力。 師

父見此，痛惜不已。故殷切囑咐心法弟子，勿貪神通邪術，「一師一

法一本尊」乃是成就的捷徑。此乃 上師之悲心，而非束縛弟子參訪

賢達。只因眾生貪奇騖多，心地游移不定，而延誤正覺時日，故以此

期許弟子。

上師秉承 華祖遺志，可由心印、悲願、及宏法事業，來看這段

生命傳承的延續。 華祖住世時，已經無上密心法與中土大乘的心法

相互融攝，命名為「圓覺宗」；但心法的傳揚，還是在吾師弘法期間，

才逐漸見到顯著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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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踏入諾那‧華藏精舍的大門，我們常可見到 智敏‧慧華上

師，立於眾弟子中間，聆聽眾生無盡的願望，而不住點頭，滿其所願。

在他們身上，我們很難看到一代宗師的矜持及氣派。他們雖然承繼了

藏密紅教圓覺宗的法脈，身具無上傳承的加持力，在形象上，卻又如

西方耶教所標榜的「師父典型」—眾僕之僕。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延

續 華藏祖師所傳下的密法慧命，他們承受金剛阿闍黎的弘法大任，

也是為了完成 華藏祖師的度生悲願。展延此無盡的一大事因緣，聖

者出現於世、引導眾生臻於覺悟的過程，便是無限圓滿的示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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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圓覺宗智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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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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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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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埔裡分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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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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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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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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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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敏‧慧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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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得福隆卯鯉山一處道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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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埔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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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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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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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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地無分舍之縣市，亦陸續有基隆、

屏東、桃園等助念團成立。一九九八年，又有嘉義、雲林、宜蘭、彰

化等助念團相繼成立。二○○一年，復成立南投助念團。目前國內總

共有十六處助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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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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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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助念團將展現另一種風貌，擴大服務對象，更深入幫

助病患及家屬之心靈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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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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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地分舍 上師定期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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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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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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為推動「一念蓮華生命關懷」之故， 上師鼓勵各地道

場，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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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病患與家屬。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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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難罄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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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十年來，所印贈之經書百餘種，數量已達數百萬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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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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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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祖師故取名為《華藏世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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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結合時代科技之運用，與有效發揮資訊之傳播，遂於一

九九七年，在「網際網路」上成立師門專屬網站。二○○○年底，復

成立「一念蓮華」專屬網站，為師門第二個網站。期以充份發揮網站

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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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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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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