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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9 慧華恩師圓寂十四週年紀念活動

師兄於祖師殿聆聽上師珍貴開示

於祖師殿禮拜上師傳承舍利塔



3

祖師殿前合影

大德於彌陀村誦經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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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彌陀村共修觀音燒施法

2018.06.23-25大陸推廣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06.23南京諾那師佛紀念館--陳聲漢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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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3南京諾那師佛紀念館-嘉義蔡爾高師兄

06.23南京諾那師佛紀念館--連亮森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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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陳聲漢董事長與連亮森師兄於上海玉佛寺

6.25杭州助念團--帕確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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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杭州助念團--連亮森師兄

6.25連亮森師兄.蕭昀明師兄於杭州金蓮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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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3高雄年終感恩餐會暨助念表揚

2018.02.04高雄華山寒士尾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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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0慧華恩師圓寂週年屏東放生

2018.03.10-11澎湖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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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0-11澎湖義診--法藏法師蒞臨指導

2018.03.10-11澎湖義診--陳光復縣長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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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1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義診

2018.04.04新竹香山大坪頂清明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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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2台中生法寺一念蓮華講座

2018.04澎湖投水解脫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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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0一念蓮華母親節表揚大會

2018.06.03埔里圓覺彌陀村寶篋印大塔安奉十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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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3諾那祖師聖誕高雄蚵仔寮放生

沙巴分舍第九屆 唐志堅舍長（前坐右三）及執事師兄



15



16

華藏世界 第 68期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開示錄】..........................................17

【祖庭再現‧優曇花開】

先驅（二）——憶普佑法師諾那呼圖克圖..................25

南京玄武湖畔三塔之韻..................................................38

開杭州寶成寺簡介..........................................................46

【香象渡河‧圓照淨覺】

顯密不二九乘次第..........................................................58

第一屆圓覺彌陀村淨心營..............................................73

【一念蓮華‧無盡關懷】

一念蓮華永恆的愛..........................................................96

「一念蓮華」在老人醫院的關懷與實踐.....................127

岡山吉園大吉座共修感言.............................................132

「生死自在的樂章」講座報導.....................................137



17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開示錄】

三、修證位次

辨異

問：成就和證果之間，有何差別？

師：一般而言，成就分外成和內成。外成可以有各種成就，如密法中

之息、增、懷、誅諸法。若修息災法，而息滅災難，即名息災法

成就；修增益法，而增益錢財福祿，即名增益法成就；餘者依此

類推。內成就，則指證到本體法身，由初地至成佛皆屬之。

至於證果，是指證到聲聞、緣覺、羅漢、菩薩、佛陀等各級果位

而言。其實一乘法門，唯一佛果，無二亦無三，除佛果外，餘皆

權設。

問：阿羅漢已斷見思二惑，何以不能成佛？

師：四果羅漢，所證空性，與佛無異，但悲願和量有極大差距。再者，



18

由初修時，未發心廣度有情，雖能徹證本體，卻僅願安住其中，

而不起度生大用。論其發心，尚不如初地菩薩，故不能成正覺。

問：《法華經》中，佛說小乘羅漢所達之涅槃境界，乃是化城，是否

其所修乃是僅達我空，而未達法空？而大乘菩薩以法界為身心，

故在度眾生時，等於修法界空，要將整個法界的有情均匯歸無餘

涅槃，才算是究竟了義？

師：對。聲聞乘、緣覺乘之空如芥子許，僅在法界中少了這個有情。

其空僅是無念，三德中只有解脫德，而無法身德及般若德，並未

對廣大的法界有情有甚深助益。

而菩薩乘之空，乃是涵攝整個法界中一切情世間、器世間、時世

間，都如幻融於一心之空，雖有而不住；豎窮三際、橫遍十方，

此即空性、體性。於此體性空中，十方三世之淨土、穢土，乃至

一切的四聖、六凡，均如幻地顯現。菩薩乘行人，於其中行度生

大用，而無所住著。

度生

問：佛菩薩以何度生？



19

師：八地以上菩薩，安住本體，不起於座，分化無量意生身，到十方

世界示現度生。

1989.06.18 於高雄勞工育樂中心舉辦
諾祖 124 歲聖誕紀念暨護國息災大法會

問：是否一定要以童男童女身修持，未來才可成就無量意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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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童男童女身修持，由於全身精華未洩，故容易成就。至於意生身，

只要修持成就，皆可化無數意生身，並非一定要童男童女才可以

修成。

問：為何經典上常提到釋尊放眉間白毫光，遍照十方佛土，令在會大

眾悉皆同見此境界，而密乘祖師有即身成佛者，卻不能如釋尊示

現同樣殊勝境界？

師：佛現何身度眾生，是應眾生之根性而定，眾生因緣何在，佛菩薩

即現何身。是故，在此末法時期，即使佛出世，亦是化現菩薩之

身，或上師之身，乃至如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八萬四千應，應

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度之。待眾生福報因緣逐漸轉為深厚，則

下一位佛——彌勒佛，即會應眾生之因緣而出世。

問：是否可說佛無作意度生，有如天上日月，眾生如水，水有清濁，

佛現何相度生，是應眾生心水之清濁而示現種種相？

師：對！雖顯種種相，而如水中之月，如空中之虹，如幻而顯，如幻

而度。

問：祖師中或有一生閉關，亦有如諾那祖師廣傳密法。決定出世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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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到底是依因緣，還是個人發心？

師：祖師皆是乘願而來。若說發心，都是過去世有了總體的發心，後

世則依眾生因緣而度。以諾那祖師而言，若非他在地牢中受難六

年，再九死一生來到中土，則中土密法何能興盛普傳？再以藏密

為例，若西藏未統一，如今藏密亦不可能遍弘於全世界。

問：閉關於山中度生，是否與出世弘法平等？

師：若是小乘聖人閉關，未發大菩提心，終日獨守空寂，而不利益眾

生，則其功德遠不如菩薩。因菩薩住於山中，仍由空性本體起法

界大用，不斷如幻地示現種種色身，加持一切眾生，令彼等得度。

故雖同為閉關，功德則依證德與是否發大菩提心，而有差異。

成就

問：密宗即身成佛，與菩薩發願「眾生不盡，誓不成佛」，有無不同

之處？

師：論成佛，並無不同。但菩薩發願「度盡眾生成佛」，是盡未來際；

而修密之極致，則是「即此肉身成佛」。本宗初入門，即要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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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大菩提心，更進而要諸位學習諸大菩薩發願，蓋成佛亦非為自

己，若不發菩提心，又豈能與佛心相應？密宗即身成佛，便是要

即肉身而起大用，度盡無餘眾生。

然而，從究竟本體而言，一切眾生本來清淨，與佛不二，只是在

迷眾生以顛倒執著，不能了悟，如同夢中受苦，不能自解。是故

諸大菩薩亦要如幻而度，實在亦是於本體中恆寂恆照罷了，眾生

畢竟亦是了不可得。問：即身成就，是否比中陰身成就為高？師：

即身成就與中陰成就，皆各有種種層次上之差別。若論兩者之差

異，中陰成就，剎那即匯歸法性，或往生淨土；而即身成就，則

更可藉此身廣度眾生，倘證虹光身，則可常住世間，隨時隨念，

普現十方眾生之前而度之。若就究竟而言，在果位上，兩者並無

差別。

問：禪宗之修證，與本宗有何不同？

師：禪宗所證本體，與本宗相同，但在契入方法上各殊。另本宗更著

重發大菩提心，仗咒力、願力，以及上師、本尊、護法之三密加

持力，速證本體後，更起度生大用。

至於禪宗所證之境界，大約近乎我們大圓滿之前半部。六祖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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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不壞，但就長時劫而言，仍有壞滅之期。而藏密寧瑪巴之大

圓滿，卻可即此肉身，證成五彩虹光身，而如蓮華生大士以及許

多祖師一樣，常住在世，真正無生無死，不壞不滅。

問：何謂虹光身？

師：修持大圓滿法成就者，可以在世時即此肉身舉體化為虹光，這是

最高境界，如蓮華生大士等先賢大德，即是如此成就。次者，亦

可於臨終之時，將色身化虹而去。

這並非不可思議之事。在科學上，質能可以互變。我們密乘行者，

把此質礙之色身，轉變成能量之光明，亦並無玄奇。

問：虹光身是否亦分層次？

師：行者隨著修持，慢慢可見自己色身起種種變化。初步是自見肉身

發光如光蘊，或光明圍身數寸至數尺，但用手觸摸尚有實體。逐

漸進步，到最後當如蓮華生大士，坐於藏王之前，藏王頂禮其足，

竟觸額於椅。因蓮師已無質礙肉身，舉體化為虹身。但入此道者

可見，未入者則不見。當你修證至某一境界時，自然明白：佛是

如語者、實語者，絕不誑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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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臨終最高可達到何種成就？

師：倘在世時，已有法性光明顯現之經驗，則在臨終明光剎那顯現，

便可當下認證，而匯歸毗盧性海，證入法性。

問：祖師圓寂後，身體縮小如嬰兒大小，是何境界？

師：是已達有餘涅槃，而尚未至無餘涅槃之境界。待舉體化為虹光，

方入無餘涅槃。

問：荼毗時天空出現彩虹，是何道理？

師：乃是匯歸法性之意。

問：為何有些古德圓寂後，可以由中脈發火，將色身荼毗？

師：乃因修「拙火」，臨終可依三昧火，將色身荼毗。

問：這算不算虹光身？

師：不算，虹光身並非臨終以拙火燒去色身，而是將色身轉化為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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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庭再現‧優曇花開】

先驅（二）——憶普佑法師諾那

呼圖克圖

陳聲漢、石夾輔 編著

四

時光荏苒，諾那師尊、吉仲‧逞列強巴炯乃活佛、帕確‧貢噶朗

傑活佛一行，結束了德格宗薩寺的修學，領受了蔣揚欽哲旺波、蔣貢

康楚羅卓泰耶二位尊者的授記之後，返回類烏齊寺，途中朝拜了德格

的「八邦寺」、「更慶寺」等寺院。八邦寺是「噶瑪噶舉」（噶舉派

的一個分支）傳承在康區的主寺之一。舊時，按地區方言的不同，將

整個藏區分為衛藏、康巴、安多三大區域，「康區」是康巴地區的簡

稱，主要是指現今西藏昌都地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自

治州、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交匯的大部地區。

八邦寺始建於 1728年，由來自昌都「噶瑪寺」的「司徒‧確吉迥

乃活佛」（1700—1774），在第十二代德格土司「曲吉‧登巴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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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1739）的大力護持下開始興建，經歷代司徒活佛的不斷擴展

與精心維護，八邦寺成為康區最為宏偉，並極具建築特色的寺院。

這座殊勝的寺院，也是藏傳佛教近代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

因為日後當諾那師尊再次來到八邦寺參訪時，因緣巧合，在此結識了

青年時期的貢噶活佛「噶瑪．卻吉森格」（西元 1893年—1957年，

降生於四川省康定縣，著名的兼持白、紅二教傳承的大成就者）；中

國近代藏傳佛教發展史上的兩位偉大的先驅行者，在德格八邦寺相識，

並由此結下同赴漢地弘法的初始因緣——改寫藏傳佛教傳承歷史濃墨

重彩的一筆，亦從這裡提筆凝氣，舒展開來。

更慶寺始建於西元 1448年，早期為德格土司的家廟，未曾有當家

的活佛。西元 1729年，在八邦寺開始興建還不到二年的時候，司徒．

確吉迥乃活佛積極支持德格土司曲吉．登巴澤仁修建印經院，德格土

司接受了這個建議。在其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德格土司曲吉．登巴

澤仁與其三個兒子，共計四代德格土司，前赴後繼在更慶寺大殿的一

側，建起聞名遐邇的「德格印經院」；其手工印製的經書，不僅遍傳

整個康藏地區，並流傳到西藏周邊的印度、不丹、錫金、尼泊爾等國。

德格印經院的全稱為「西藏文化寶藏德格印經院大法庫吉祥多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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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至今仍奇蹟般地、完整地保存著二十二萬餘塊木刻印版，它是康

藏地區三大印經院中（按：另外二座分別是拉薩印經院、拉卜楞印經

院）收藏典籍最為廣博的印經院。德格印經院不僅收藏有涵蓋藏傳佛

教各種流派的佛教經典，亦收藏有佛教發源地印度都已失傳的《印度

佛教源流》這樣的珍本；而且珍藏有沉澱三百年歷史的梵文、尼泊爾

文、藏文三種文字對照的《般若八千頌》經版，世界僅存孤本。

德格印經院藏經閣的木製經版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德格印經院仍舊保存著凝聚藏人先祖心血

與智慧的一整套古老而又科學的手工印製經書的工藝——從選擇印製

材料，直至木刻印版的保存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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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格印經院中，真正讓人感動的並非是你目睹寶藏大法庫的那

一刻，而是信眾從內心流出的、猶如甘露般的赤子虔誠……

手工印製經書的工藝流程很複雜，但手工印刷這道工序卻相對簡

單。二人一高一低相向而坐，木刻印版放置在二人中間，高一側的人

負責在印版上塗墨，並確保印紙與印版間的準確位置；低一側的人則

負責遞送印紙，以及用布滾筒從上而下的滾印……完畢，迅速掀起印

好的一頁；如此，再遞紙，再接紙，再滾印……。手工印刷的工人就

這樣一頁一頁、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輩一輩的重複著這一過程——

至今，它延續了近三百年。

德格印經院手工印刷經書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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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百年間，有祖孫三代相繼而為的，也有兄弟、父子間交替

輪換的，但從沒有讓這一過程停歇下來。從事這種單調、乏味的手工

印刷的工人，大都是德格或康藏地區過來的義工，即使在二十世紀九

十年代初，社會經濟已經充分商品化的年代，印經院也只需為從事手

工印刷的工人，提供一般食宿和少量用來購買生活日用品的零用金。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看到這些、想到這些，會讓人的眼眶濕潤起

來，會讓人想起那一念虔誠之下的觀音心咒——嗡嘛呢唄咩吽、嗡嘛

呢唄咩吽……似是簡單、重複，但綿綿不絕，萬念歸之於一念，以至

「無念、無相、無住」（源於《六祖壇經》）。

西元 1899年，想必諾那師尊就是在「無念、無相、無住」之境，

踏上發掘、整理、弘傳伏藏的歷程。這一年，諾那師尊與吉仲．逞列

強巴炯乃活佛向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西藏地

區的宗教領袖）呈請，望能前往位於西藏東南部的白馬崗發掘伏藏，

因為白馬崗是蓮花生大士在許多伏藏中都曾提到的殊勝之地；再者，

在藏傳佛教各種流派中，寧瑪派更為重視伏藏的發掘與傳承，因而此

行又顯出更深一層的意義。

寧瑪派是藏傳佛教中最古老的一個派別，「寧瑪」在藏語中就有

「古舊」之意。之所以為「古」，因其與吐蕃時期古老的藏傳佛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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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直接的傳承關係，歷史淵源最為久遠；之所以為「舊」，因其以弘

揚吐蕃時期譯傳的舊密法為主要特點。自古以來，寧瑪派在傳承方式

上特別重視「口授心傳」，從而造成其發展初期缺乏系統性的教義理

論，組織體系的整體性也顯得較為鬆散。

自十一世紀中前期始，相繼出現了三位寧瑪派大師——素爾波切．

釋迦迥乃（1002—1062）、素爾瓊．喜饒紮巴（1014—1074）、素爾．

釋迦桑格（1074—1134），這三位大師是素爾家族的祖孫三代，史稱

「三素爾」。三位大師對寧瑪派的形成與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其開拓性的貢獻有二：其一，素爾波且．釋迦迥乃尊者興建了「鄔巴

隆寺」，為寧瑪派開闢了第一個教派活動中心，並以此為起點，逐步

規範寧瑪派寺院與僧人的宗教活動；其二，素爾家族的祖孫三代前仆

後繼，將藏傳佛教前弘期流傳下來的古老密法、修持方式及各種密咒

等，作了分門別類的整理與歸納，將其構築成寧瑪派發展初期的教法

體系。

十四世紀中葉，寧瑪派著名的大成就者「隆慶饒絳巴尊者」

（1308—1363），對寧瑪派的教法體系又作出進一步的修訂與補充，

並提煉出寧瑪派基本教法的理論內涵，使得寧瑪派教法從理論到實踐

變得更加完善；對修習者而言，則更具有指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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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饒絳巴尊者將寧瑪派的教法歸納為「九乘三部」——「九乘」

為「顯教三乘」、「外密三乘」、「內密三乘」三大體系。其中，顯

教三乘包括「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反映的是顯宗教法；外密

三乘包括「事部、行部、瑜伽部」，反映的是初階密法；內密三乘包

括「瑪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反映的是高階密法。隆慶饒

絳巴尊者又將最上乘的阿底瑜伽分為「心部《十八母子續》、法界部

《法界金剛橋續》、竅訣部《十七續》」等三部——於是，寧瑪派的

教法體系結構歸之為「九乘三部」。

尊者針對寧瑪派所獨有的、最為注重的「大圓滿法」，也就是阿

底瑜伽的「竅訣部」，特別提出了「大圓滿心要傳承」，在教法結構

上又將其分為「遠傳經部、近傳伏藏部、深傳淨相部」。

「大圓滿法」為寧瑪派的開山祖師蓮花生大士所傳，是一部極為

殊勝的伏藏大法，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寧瑪派將教法理論與修持實踐

緊密結合的顯著特點。

理論來自實踐，理論也將指導實踐；實修、實證是佛法理論發展

的根本源泉。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環境條件的改變，為方便眾生悟

佛知見、入佛知見，指導實踐的佛法理論當是順應時代的因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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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眾生的菩提心覺，行方便道，開方便門。

佛法濟世，上下三千年，以「利益一切眾生」為最高價值原則；

「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者，以「無畏前行為眾生」為修持

表率。諾那師尊後於漢地不惜打破祖規，弘揚寧瑪派教法的應化之舉，

實為中國近代藏傳佛教歷史發展過程中最偉大的踐行者。

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寧瑪派的教法理論、寺院組織、地區影響

都已蔚然成形，藏地寧瑪派的代表性寺院也相繼建成，如多傑紮寺、

敏珠林寺、白玉寺、佐欽寺等，加之於前興建的噶陀寺、桑耶寺，寧

瑪派祖寺遍及整個康藏地區——此一時期，亦是伏藏發掘、整理、弘

揚的高潮期。藏傳佛教各流派皆有伏藏，但寧瑪派對伏藏格外重視；

自西元十五世紀始，伏藏傳承已成為寧瑪派傳承的主體；循從蓮花生

大士所傳之原本，當是承繼與弘揚寧瑪派法脈之正行。

西元 1899年，經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准予後，諾那師尊與吉

仲．逞列強巴炯乃活佛將率類烏齊寺僧眾前往「白馬崗」發掘伏藏，

於是做好相關準備，擇吉祥之日成行。

「白馬崗」為一地區名稱，現為西藏林芝地區的墨脫縣一帶，西

元八世紀時稱該地為白馬崗。墨脫縣地處喜馬拉雅山脈南麓，與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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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平均海拔 1200公尺，其地勢由北向南急劇陡降；北部的南迦巴

瓦峰海拔 7756公尺，而南部坡地的海拔僅數百公尺，其地形四面環山，

狀似一朵盛開的蓮花。相傳當年蓮花生大士受吐蕃藏王赤松德贊禮請，

於西藏探尋弘法聖地，蓮師來到墨脫後，見此殊勝，充滿法喜，賜其

名曰「白馬崗」；而當地藏人稱之為「白玉欽布白馬崗」，藏語意為

「隱藏著的像蓮花那樣的聖地」；藏傳佛教經典《甘珠爾》（按：意

譯為「教敕譯典」，為佛陀所說教法的總集）中則稱讚此地是「佛之

淨土白馬崗，聖地之中最殊勝」。

吉祥之日，諾那師尊與吉仲．逞列強巴炯乃活佛一行，僧眾、眷

僕約五十餘人，從類烏齊寺出發前往白馬崗。這一路行程約有千餘公

里，峻嶺崎嶇，山險地寒，人行馬馱，途中數月，願心誠切，不盡言

表，心縈眾生，唯得正法……。

諾那師尊與吉仲活佛排萬難行往佛地，是為「利他」；濁世眾生

時時以利己當先，是為「我執」。但凡在康藏地區途遇「磕長頭」往

拉薩朝聖或拜遶神山的信眾，見其在堅硬的凍土上五體投地往雪山冰

峰而去，用自己的身體去丈量人世與淨土間的距離，你的內心定會隨

其身體的起伏而變得純淨起來——頓時明瞭世人貪、瞋、癡之心垢是

多麼的沉重，而這種沉重在聖潔的雪山映照之下，卻又顯得那樣的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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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吾輩當是何從？唯有獨自尋思去。

波密縣噶朗靈湖一景

行之途中，經過波密（按：現屬西藏林芝地區，後改稱為波密縣）

地界，在波密縣城西北約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噶朗村」，離村子不

遠的地方有一極為靜雅的小湖，這就是被當地人稱為靈湖的「噶朗

湖」——靈湖周邊一帶，是當年「噶朗王朝」的所在地。

諾那師尊一行經過這裡時，「噶朗第巴」（波密當地的土王）對

諾那師尊一行發掘伏藏的身份有所疑惑，要求進行驗證，否則不准通

過波密土王的轄地；無奈，諾那師尊一行只得在噶朗湖畔安營紮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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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憩，諾那師尊入定觀知此湖中有伏藏，經噶朗第巴同意，師佛即當

眾從噶朗靈湖中尋掘得蓮師聖像一尊、綠松石度母聖像一尊、青金石

金剛手聖像一尊，以及製作「擦擦」（一種以黏土、香末為材料的小

泥塔，一般用於佛塔裝臟）的銅模等多種伏藏聖物。（上文內容源於

諾那．華藏精舍《西康諾那呼圖克圖年譜》）

所謂伏藏聖物，大體可分為「書藏、聖物藏、識藏」等三大類。

「書藏」是指經書類，「聖

物藏」是指各種法器與大

德遺物類，「識藏」是指

授藏於人之深層意識中

的經文與咒語。諾那師尊

從噶朗靈湖中請掘出的

各種伏藏，類屬「聖物藏」

類烏齊寺珍藏的諾那師

尊在白馬崗請掘出的伏藏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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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朗第巴親見諾那師尊如此了得，心悅誠服，懺悔不已，俯地頂

禮，供養食糧，並遣派自己的二百名衛士護送師佛一行至白馬崗。諾

那師尊與吉仲．逞列強巴炯乃活佛日後在白馬崗這片殊勝淨土，這「隱

藏著的像蓮花那樣的聖地」駐錫數年，相繼尋得蓮花生大士的深密教

法、長壽佛像、珠寶器物等伏藏——終不負蔣揚欽哲旺波、蔣貢康楚

羅卓泰耶二位尊者的授記。

自西元 1871年諾那師尊被迎請回類烏齊寺坐床，至西元 1901年

諾那師尊於白馬崗蓮師聖地請掘出伏藏經典，整整過去了三十個寒暑；

故鄉的諾那師尊，經歷了一個求學、潛修、踐行的成長期。諾那師尊

依止貝雅達賴祖師，以及諸多藏密大德尊者，從一個稟賦極高的年幼

喇嘛，成長為類烏齊寺「揚貢拉章」（「拉章」是活佛的住所及其處

理政教事務的地方，亦為寺內組織系統）的一位元管家喇嘛。於後，

諾那師尊不僅全面掌管類烏齊寺的政教事務，且為藏傳佛教寧瑪派教

傳第三十二代祖、不共心印傳承第五代祖、達隆噶舉傳承的第三十二

代祖。

出世乃為入世，排萬難度眾生，即是諾那師尊入世之宏願。諾那

師尊的應化之身，歷經藏東高原三十年風霜雨雪的洗練之後，由一嬉

戲如同神助的頑童，在橫斷山脈的峻嶺峽谷中，在德欽頗章神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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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類烏齊寺側後）白雪映襯的湛湛藍天下，在不畏千里險途實修踐行

的安多馬背上，成長為敢作敢為、彪悍神勇的「康巴漢子」——諾那

師尊入世應化之途，充滿傳奇與豪壯，亦將康巴人的民族性格特點，

表現得淋漓盡致。

諾那師尊出世與諸佛同行，榮辱不驚；諾那師尊入世與眾生貼切，

無有分別；諾那師尊「丈夫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真」（引自唐．

寒山大士《詩三百三首》）。如今，青鋒揚眉，磨礪以須——諾那師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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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庭再現‧優曇花開】

南京玄武湖畔三塔之韻

黃永武

南京是中國及世界歷史上佛教文化最發達的城市之一，有「天下

佛國之稱」。在南京諸多文化成就中，佛教文化以其歷史悠久、影響

深遠、作用非凡而成為一支怒放的奇葩。佛教源於印度，於西漢晚期

進入中國。六朝時期，以南京為都城的政權偏安一隅，非常有利於外

來佛教思想的成長，佛教在南京便有了一個迅速發展的大好時機。由

於佛教思想在南京的王公貴族心中紮根至深，因此捐修寺廟成為當時

南京的風尚，眾多的寺院已成為南京特殊的文化景觀。

「千頃湖光涵塔影，十分山色擁亭台」。在風光旖旎的玄武湖畔，

就在半徑不足一公里的範圍內，就建有三座不同年代的寺廟，每座寺

廟內都有一座造型別緻，各具風韻的寶塔。它們分別是：雞鳴寺的藥

師佛塔、玄武湖內的諾那塔、小九華山上的玄奘塔。

塔的建造亦源於印度，原是埋葬佛陀釋迦牟尼舍利的一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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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佛教的發展，凡是佛教盛行的地方一般都會建塔。南京是歷史上

著名的佛都，晚唐詩人杜牧的《江南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

樓臺煙雨中」的名句，更是讓南京的佛都之名流傳千古。

一、雞鳴寺藥師佛塔

雞鳴寺位於南京市區北邊的北極閣山的東端，緊臨玄武湖南岸，

是南京著名的寺院。寺院中的藥師佛塔建成於 1990年初，是雞鳴寺建

塔史上的第五座寶塔。自南朝梁大通元年（527年），梁武帝建第一

座同泰寺塔，至清康熙二年（1663年），雞鳴寺曾四次建塔，但均毀

於兵燹或天災。現在建成的藥師佛塔（圖 1）成了雞鳴寺的亮點，也

是雞鳴寺的標誌性建築。

藥師佛塔高 44.8米，七級八面，塔體重簷斗拱，銅制簡瓦，整個

塔院全部採用磨光雕花工藝青石鋪成。據宗誠法師生前介紹，此塔造

型有點類似於杭州的六合塔，蘇州的報恩寺塔。佛教界稱為「藥師佛

塔」，意思是國泰民安、消災延壽。塔的底層供有藥師佛銅像，它是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登基時鑄造，後供奉在北京雍和宮內。1972年，

由趙樸初先生申請，經周恩來總理批准，送還給南京靈穀寺。1990年，

藥師佛塔建成後，經市政府同意，藥師佛銅像移至新建成的藥師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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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供奉。塔內南門門額上的「藥師佛塔」四字，是由中國佛教協會會

長趙樸初先生題寫。

圖 1. 雞鳴寺藥師佛塔

二、玄武湖諾那塔

諾那塔（圖 2）位於玄武湖景區環洲的東端，是為紀念藏傳佛教

大師、著名愛國僧人諾那呼圖克圖而建。呼圖克圖最早是康熙皇帝對

章嘉法師的封號，有此名位的僧人，身死之後，能夠不昧本性，世世

轉生，俗稱活佛。據北京民族大學周潤年教授介紹：諾那呼圖克圖的

封號，是諾那從尼泊爾返回內地時，受到蔣介石先生的召見而加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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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那（1865-1936），西康思遠（今昌都）人，本名逞列匠磋，幼

年被諾那寺選為轉世靈童，七歲就被迎請諾那寺就位，法號嘎拉。諾

那大師一生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反對民族分裂，處處維護祖國統一，

是史學界共認的一位愛國僧人。諾那去世後，當時的紅軍高級領導人

參加了諾那的葬禮，並給予高度評價。他的弟子國民政府元老柏文蔚

等，於 1937年，為他在玄武湖建廟造塔。廟塔的地址是由國民黨元老、

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深諳堪輿學的居正所選。

今天，我們漫步在蓮花港景區時，看到的那座臨水而建的流光寶

塔，就是為了紀念諾那大師而建。

諾那塔九級六面，塔身通體白色，每層供有鎏金釋迦牟尼佛像，

塔簷全部採用綠色琉璃簡瓦，塔的底層珍藏著諾那法師的骨舍利。塔

四面石碑上刻有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居正撰書的《普佑法師塔碑銘》，

詳細地介紹了諾那法師的生平。諾那塔形制古樸，挺拔雋秀。這座別

具匠心的建築，為玄武湖景色平添了幾分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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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諾那塔

三、九華山玄奘塔

玄奘塔（圖 3）位於南京市區的九華山上。九華山東臨青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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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玄武湖。此山雖不高，但風景幽美，視野開闊。歷史上這裡曾是六

朝時期的皇家樂遊苑，也是舊時南京的一道屏障。

圖 3. 玄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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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塔，又稱三藏塔，是一座五層磚砌樓式建築，它有點仿西安

市南郊的大雁塔而建。三藏塔建於 1944年，是南京解放前所建的最後

一座寶塔。三藏塔是為紀念唐代高僧唐三藏而建。唐三藏即是唐玄奘，

河南偃師縣人，是唐代著名高僧，所以被尊稱為「唐僧」。他去西域

不畏艱難險阻取經的故事，後被明代小說家吳承恩寫成了我國古典四

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而廣為流傳。

1943年 2月，日本侵略者在中華門外的大報恩寺內，發現了唐玄

奘的頭頂骨和佛像銅匣，以及宋明兩代的葬志。這一發現，轟動了當

時的佛教界。日本侵略者立即將大部份文物盜運回國，只將殘餘的部

份交給了汪偽政府。為了掩人耳目，漢奸褚民誼在九華山建廟造塔，

藉此沽名釣譽。1943年 10月 10日，三藏塔建成。塔內石刻的蓮花座

下，埋有玄奘法師的遺骨。

今日的覆舟山已辟建為公園，山上建有玄奘寺和一座涼亭。這裡

環境幽雅恬靜，沿山下有 294級臺階可以直通山頂，站在這裡南京城

北的景色和玄武湖景區的全景盡收眼底。

南京佛教文化是中國佛教文化的精彩華章，她伴隨著南京文化的

發展而發展，伴隨著南京文化的起伏而起伏，她為南京的繁榮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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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貢獻。



46

【祖庭再現‧優曇花開】

開杭州寶成寺簡介

Introduction to Baocheng
Temple, Hangzhou, Chin

鄭振煌英譯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eng Chen-huang

1、寶成寺 Baocheng Temple

千年古剎寶成寺，倚吳山臨西湖，隱都市藏山林。幾度興廢，幾

番榮辱。千百年來，無數善男信女在這裡發願祈福，多少文人雅士在

此地撫今追昔。

The age-old Baocheng Temple is located at the footof Wushan Hill,

nearby the West Lake, and hidden in theforest of Hangzhou City. It has

experienced rise and fallas well as glory and shame in the past one

thousand years.Nevertheless, countless devotees made wishes and

prayedhere; numerous literary men evoked past memorie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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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寺原名釋迦院，五代時吳越國王妃仰氏所建；宋大中祥符年

間改額「寶成」，沿用至今。歷史上寶成寺數廢數興，寺院現在建築

為上世紀八十年代重建。寺內岩壁鐫刻有一龕麻曷葛剌造像，為國內

惟一有絕對紀年的此類造像，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極高

的歷史文物價值。

Baocheng Temple was originally named Sakya Templewhen it was

built (ca. 943-947) by the imperial concubineYang of Wuyue Kingdom

(907-978) of Five Dynasties. Itwas changed to current name during the

Dazhong XiangfuReign (1008-1016) of Song Dynasty. It was

destroyedand renovated again and again in its history. The

presentbuildings were rebuilt in the 1980s. A niche of Mahākālastatue was

carved on rock, the only such statue that haschronological record in China.

It is a designated nationalcultural heritage with very high historical artifact

value.

2、麻曷葛剌造像 Statue of Mahākāla

麻曷葛剌為梵文（mahākāla）的音譯，漢文譯為大黑天。佛教密

宗認為大黑天是「大日如來」降魔時所現的忿怒相，是藏傳佛教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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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席護法神。元朝尊八思巴為帝師，宣導藏傳佛教，崇尚武力，因

此大黑天被當作「軍神」「戰神」來祭祀崇拜。

Mahākāla literally means The Great Black Heavenly Being. The

Vajrayāna Buddhism states that He was the angry manifestation of

Vairocana Buddhawhen He subjugated demons. He is the chief dharma

protector deity in Tibetan Buddhism. The Yuan Empire venerated

Phags-pa as the imperial advisor, andadvocated Tibetan Buddhism and

military power. As a result, Mahākāla wasworshipped as the God of Army

or the God of War.

麻曷葛剌造像

這龕大黑天造像，在南宋故都杭州鐫造。造像一龕三尊，麻曷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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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居中，左右為脅侍文殊、普賢。左側龕壁上有元至治二年的造像銘

文。其背景佈置和雕造手法，不同于流傳於西藏地區的浮雕式密教造

像。這龕造像造型獨特、保存完好、紀年明確，是研究元代歷史和藏

傳佛教傳播的重要文物。

This Mahākāla niche was engraved in Hangzhou, the old capital of

SouthernSong Empire (1127-1276). It has three statues with Mahākāla in

the middle whois flanked by Mañjuśrī and 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s.

On the left wall ofthe niche there is an epigraph made in the 2nd year of

the Zhizhi Reign (1322),Yuan Dynast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ackground and the engraving techniquesare different from the relief

statues of Vajrayāna Buddhism popular in Tibet.The statues of this niche

are styled uniquely, preserved well, and chronicleddefinitely. It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lic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YuanEmpir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3、三世佛造像 Statues of the Buddhas of Three Periods

中龕為三世佛，皆具火焰背光，上腹右袒，結跏趺坐於十字折角

式須彌座上。像頭俱失，手臂亦殘。中間和左側坐佛均作觸地印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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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相，西側坐佛為施定印之禪定相。

In the middle niche with flame background are enshrined the

Buddhas ofThree Periods. With bare upper right abdomen, they sit

cross-legged on a four-angled Sumeru throne. The heads of all statues

were destroyed and the armsdamaged. Both the middle and left sitting

Buddhas show m ā ra tarjana (sign ofdemon-subjugating) of bh ū

mi-sparśa-mudr ā (hand sign of touching the earth)while the sitting

Buddha on the west side shows in dhyāna (meditation) ofsamādhi-mudrā

(hand sign of concentration).

三世佛造像

三世佛是十三世紀藏傳佛教薩迦派佛堂中所供奉的主要佛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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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並坐，造型幾乎完全一樣，只是手印略有變化。現存佛像之頭是上

世紀八十年代重修寶成寺時補上的。

The Buddhas of Three Periods were the main Buddha statues

enshrined inthe Buddha hall of Saky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in 13th

century. The threeBuddha statues sit in alignment. Their styles are almost

the same with only littledifference in hand sign. The extant heads of the

statues were supplemented in1980s when Baocheng Temple was

renovated.

蓮花生大士造像

4、蓮花生造像 Statue of Padmasambh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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龕內雕像缺失已久，只存像座和龕外緣所雕山岩。山岩兩側各鑿

四小龕，八小龕內原有雕像亦損毀已久。

The statues of the niche had disappeared for a long time. Only the

thronesand the engraved rock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niche exist. There are

four smallniches on both sides of the rock. The original statues in the eight

small nicheswere also damaged long time ago.

現龕內之像為蓮花生大師，1997 年增塑。蓮花生為印度密宗大師，

亦稱「烏金大師」。西元八世紀入藏傳授佛法，創建西藏第一座寺院

桑耶寺，被尊為藏傳佛教寧瑪派祖師。

The extant statue in this niche is Padmasambhava, re-engraved in

1997.Padmasambhava, also called “Guru Urgyan”, a great Indian master

of VajrayānaBuddhism, entered Tibet in 8th century to spread Buddhism

and built SamyeMonastery, the first Buddhist temple in Tibet. He is

venerated as the founder ofNyingm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5、千年古剎寶成寺 The Thousand-year Old Baocheng Temple

佛教東來，播植中土。五代吳越國，轄江南十四州，傳三世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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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境安民，篤信釋教，建寺造塔，開窟雕像，杭州譽稱「東南佛

國」。

The Indian Buddhism was transplanted into China. The Wuyue

Kingdom(907-978) of Five Dynasties ruled 14 states in the southern

downstream regionof Yangtze River with five kings of three generations.

To safeguard the countryand people, the kings believed firmly in

Buddhism, built Buddhist temples andpagodas, and carved grottoes and

Buddha statues. Its capital Hangzhou wasknown as the Buddhist center of

Southeast China.

寶成寺即為吳越王錢弘佐妃仰氏於後晉天福年間創建，名釋迦院。

北宋大中祥符年間改額「寶成」，迄今正合千載之數。

Sakya Temple was built by the imperial concubine Yang of Wuyue

Kingdomaround 943-947 and was renamed as Baocheng Temple around

1008-1016. It has ahistory of over one thousand years.

千年古剎，倚吳山臨西湖，隱都市藏山林，幾度興廢，幾番榮辱。

大文豪蘇東坡曾在此賞花吟詩；宋亡元替，又在這裡刻上了不朽的時

代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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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old Baocheng Temple 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Wushan Hill,

nearbythe West Lake, and hidden in the forest of Hangzhou City. It has

experienced riseand fall as well as glory and shame in the past one

thousand years. The literary giant Su Dongpo (1037-1101) once enjoyed

flowersand wrote poems here. AfterYuan Empire replaced SongEmpire,

immortal imprintswere also carved here.

這裡是佛家勝地，千百年來，有無數善男信女頂禮膜拜，發願祈

福。

It is a holy place ofBuddhism. In the past onethousand years,

countlessdevotees made wishes andprayed here.

這裡是湖山佳處，明清以降，引多少文人學士訪古探微，撫今追

昔。

It has beautiful sceneryof lake and mountai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ny literary men andscholars visited here to recollect

the past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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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剎寶成寺

6、元代杭州的藏傳佛教 Tibetan Buddhism of Hangzhou in Yuan



56

Dynasty

趙宋王朝，偃武修文，奉道教為國教，對佛教採取包容的態度。

蒙元滅宋，尊藏傳佛教薩迦派首領八思巴為帝師，尊奉佛教，在漢地

強制推行藏傳佛教和八思巴文。

The Song Empire (960-1279) promoted culture instead of military

force, andvenerated Taoism as the state religion, yet tolerated Buddhism.

After the Mongolsconquered the Song Empire and established the Yuan

Empire (1271-7369), Phags-pa, leader of the Sakya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was honored as the imperial dvisor, and Buddhism was

practiced. The Tibetan Buddhism and Phagspacharacters were mandated

to the Chinese (Han) people.

杭州為南宋故都，元廷以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都總統。毀道觀、

廢儒學，拆發南宋郊台陵寢，于南宋舊宮建寺塔；又在飛來峰、吳山

等石壁上鑿鐫佛像。一時杭城寺院廣布，梵塔聳峙，「白石皆成佛，

蒼頭半是僧」。

Hangzhou was the old capital of Southern Song Empire (1127-1276).

Theemperor of Yuan Empire appointed Yang Rin-chen skyabs, discip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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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gs-pa,as governor of Buddhist community in the southern downstream

region of YangtzeRiver. He demolished Taoist temples, abandoned

Confucianism, felled down thesacrificial temple and mausoleums of

Southern Song Empire, erected Buddhisttemple and pagoda at the former

imperial palace of Southern Song Empire, andengraved Buddha statues on

the rocks of Fei-lai Peak and Wushan Hill. Soon,Buddhist temples and

pagodas flourished in Hangzhou. As a poem says, “ Allwhite rocks

become Buddha statues while half of the residents are monks.”

隨著元帝國的覆滅，藏傳佛教失去了在江南傳播的政治推力，不

少寺塔建築煙消雲散；而一些石窟造像卻歷劫猶存，妙相莊嚴，想見

香煙繚繞、梵音陣陣之盛昔，成為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珍貴文物。

With the falling down of the Yuan Empire, Tibetan Buddhism lost its

politicalimpetus to spread in the southern downstream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ManyBuddhist temples and pagodas vanished. But some solemn

grottoes and statuesstill survived from vicissitude to remind us of the

incense burning and Buddhistchanting of the glorious past. They are the

valuable artifacts of high acade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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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象渡河‧圓照淨覺】

顯密不二九乘次第

蓮華正覺金剛上師開示

弟子蔡楚昂筆錄

今日承壽李兩先生之約，來與諸上善人得此研究精深佛法之機會，

至為榮幸。爰略為供養數語。

佛法是整個，本無顯密之分。世尊當年最初說《華嚴經》，其中

含有最高無上境界。在顯說方面，如十信十住十回向等等次第分析甚

細，即密部之大手印，與東密所謂最高深部份，也均包容在此經內。

可云一乘法已度盡一切眾生，初無顯密可判。後見眾生根器不一，領

會之程度，各有淺深，斯覺最高法門難以普攝群機，譬之一味藥品，

不能統治萬病。於是由一法而演成種種法，開若干方便之門，從小乘

《阿含經》起，而《方等》《般若》《法華》等大乘經，先後開演，

所謂顯教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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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又說《毘盧遮那大日如來金剛頂》等經，所謂密部。此皆各

應眾生根機，從大悲流露種種方便，乃不得已之意，初未嘗分別何顯

何密。《金剛經》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蓋大悲心絕對平等，故

不論何經，皆稱嘆其本經為最高無上。若以凡夫情見測量，豈非世尊

妄語。要知佛以大悲心出發，為念眾生機緣有差別，總以令其一門深

入，勿懷第二念，是以總言法法皆是無上，俾其信受奉行，直至成就

而後已。於是對大根人說大法，對小根人說小法，無非望其終於成佛，

並不在顯密上分高分低，要以當機即是最高。

吾人須識佛愛眾生如子，大悲平等普度，不能言其某法高某法低

也。但是佛法既然整個，無所謂顯密之分，何以後世各祖師分宗弘揚，

或以顯教，或用密法。吾人應於分別中識其無分別之妙旨，更於無分

別中識其差別之妙用，所謂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然以

時節因緣論，以密法為現世所最當機。蓋結手印持真言心作觀想，身

口意皆入於不可思議境界。玆以真言來說，真言原音陀羅尼，義即總

持。其音能作種種音，攝無量義。行者依法持真言結手印作觀想，則

功德遍滿虛空法界，非因地菩薩所能測知其究竟。彼十地菩薩，尚須

藉真言以為護持，而免魔障，實無法讚嘆者也。佛說末法時代，眾生

業重，必仗真言清除業障。今於風雲動盪中，合眾修此不可思議密法，

祈禱和平，其功德說不能盡。不過顯密究竟不二，不可因說密法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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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便生門戶之見。要知同是法寶僧寶，總應以平等心而明其差別之用，

斯得矣。

玆再以蓮華生大士所判顯密不二之修持，由底到頂，共分九乘次

第，為諸位略言之。中土分大中小三乘，印土分五乘，再加入人天兩

乘。但我國因有孔子講世法，做人之道已詳，老子談空說天乘，較孔

略高，故中土去此二乘而成三乘。又以我土文化水準高，小乘法不多

應機，至大乘法、相宗太繁細，亦不甚普遍化，獨有禪宗為頓教，境

界最高，為大乘之特別門，但祇應大機耳。

九乘次第為：

（一）羅漢乘，以苦集滅道四諦法而證入。

（二）緣覺乘，依十二因緣法而證入辟支佛果。

（三）菩薩乘，依六波羅密門而證入。

以上為外密，係第一階段。

至第二階段：

（一）事業密，如護摩法等之種種利益。

（二）行持密，初步觀想行持等屬之。

（三）瑜伽密即相應密，如結印持真言。照法修持即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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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一）嘛哈約嘎。義為大相應。法界一切一切皆本尊莊嚴依正。

以真言加持，入妙明境界。修證之細，為顯教所不能知。

此為無上密。

（二）阿洛約嘎。為圓滿義。自身曼陀羅，氣脈明點等屬之。以

行者本身即妙明法界。

（三）阿底約嘎。義為無上大圓滿，又為無上心中心。全講心地，

法界全是一心，一心以外無佛。包羅萬法，一切圓滿，歸

於無得，以此本是家寶，不從外得，故云無得，《心經》

所謂無智亦無得也。禪宗初祖以至六祖皆傳此一心。

昔諾師當年曾謂禪即大密宗。有人驚訝以為密法重壇城供養等，

何以禪即是無上密宗。不知阿底約嘎內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名策卻，

義即立斷。即禪宗之放下一切妄想，斷生死流，觀照一切皆空，依之

行持，直至成佛。學顯宗必須到此地步，方為究竟。故禪通無相大密

宗。淨土十六觀通有相密宗。禪既為無上密，故歷代禪宗大德皆係成

就之人，六祖真身不化，即心地證到真空妙有也。歸根來說，心外無

佛，心外無法。若以為心外有佛有法，非了義說。三世如來密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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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具足，要非明心見性，不能證知。但禪宗太高，非上根利智不能學，

正法像法時代，尚易應機，至現當末法，魔障業垢重，以時節因緣論，

密宗法門為最當機，謹就所知，用為供養諸位仁者，並敬迴向，祝李

子方大居士所領導之息災法會功德圓滿，正法住世。

庚寅小春十七日在上海印心精舍息災道場講

壬辰十月初五日在粉嶺蓮華精舍敬錄多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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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象渡河‧圓照淨覺】

喚醒覺性

江沅霖

頂禮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感謝所有發心護持精舍的師兄，讓我有機會參加此次殊勝圓滿的

淨心營活動。

以前皈依三寶的時候，只是單純覺得皈依是一種「儀式」。皈依

後，原本的生活沒有改變，心態上也沒有什麼變化。直到皈依智敏‧

慧華兩位恩師後，內心漸漸湧出一股想有所作為的念頭，但卻因為找

不到方向而沒有實際上的行動，就這樣浪費了許多珍貴的時間。當時，

我反覆地在思考︰「到底成佛要做什麼？是解脫自我，還是利益眾生？

皈依，對我而言又是什麼？」

十二歲時，我曾經為了學習佛法而報名佛光山的叢林學院。要進

入學院裡學習，必須經過筆試和面試。當時，我找了一位對佛法有興

趣的同學一起去。他在面試時，我就在外面的客室等待。那時有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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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師陪我一起等待，我好奇地問了法師︰「您為什麼想出家呢？」

法師當時的回答是︰「結束一段感情，覺得什麼都沒有了。我決定出

家。」當下我便覺得即使在學院畢業後出家，我的心也不見得會出家，

不過是環境不同罷了。後來，我沒面試就離開了。

這段回憶讓我明白，原來皈依是為成就眾生、利益眾生而皈依，

一切的一切皆是為了利益眾生、成就眾生，這當中沒有絲毫一點是為

了自己。出家修行也是，若心裡面還存有「為自己」的念頭，那麼最

多也只是成就自己一點點而已，與諸佛菩薩的心不能直接相應。很幸

運地，透過這次淨心營，我找到了皈依真義，經由每位師兄的講解、

分享，更讓我確信皈依的重要性。

在往圓覺彌陀村前，雖然先在交通上做了一些功課，但畢竟是人

生的第一次，搭的是公車，又是在山區，內心不免有點忐忑。經過一

番轉車折騰，終於搭上公車；雖然一不小心過了站，最後還是順利地

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想必這是上師三根本三寶的加持。抵達彌陀

村後，發現眼前所見的風景遠比之前所想像的還更美麗。建議還沒有

到過彌陀村的師兄，一定要發心前往遶塔、護持。

第一天報到時，雖然已是傍晚，但晚上還是有足足的一堂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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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我們欣賞了一部影片《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楊師兄特別

用心地剪輯了幾段較發人深省的片段，讓我開始反思人生中所謂的「順

境、逆境」。師父曾開示：「其實世間最難之事，便是悟見本來。倘

未開悟，則終日仍是在妄見上打轉。」曾經我覺得衣食無缺，但並非

是內心知足的無缺，而僅僅是在物質上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在這樣的

環境裡，讓我每天都覺得很快樂，沒有痛苦；而我也像師父所開示的，

終日在妄念上打轉。因為受無明所障，起心動念皆不知不覺在造業，

甚至我還時常飲酒作樂，完全不知此等行為實屬愚癡之相。在一般人

看來，或許我並沒有什麼問題——「人生得意須盡歡」嘛！只要盡好

本分，享受自我的時光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什麼才是「本分」？

當時的我，連基本的出離心都沒有，更別說是菩提心了。當時我的所

作所為，看似稱心快意，實際上卻是陷往可怖的輪迴裡去。在一些契

機下，師父很慈悲地將沉淪在燈紅酒綠的我拉起，讓我明白世間的快

樂並非永恆，即使現下覺得賞心愜意，卻不可能一輩子皆是如此。唯

有聽從、依止師父的教言，精進修行，利益眾生，才能成就。如是，

皈依師尊三寶才有意義，才是真正的「皈投、依止」。

看完影片後，發現自己對於「傾聽」這個部分，有蠻多地方須要

改變的。如果我們曾打斷別人發言，或還沒搞清楚狀況就依直覺反射

性地回答，那麼我們也許都還不擅長傾聽。我想︰「師父善於傾聽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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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心聲和祈請，回答弟子疑問前，必然已讓弟子將問題完整陳述；

而我們總是想搶快，管不住腦中迅速的那一念，反而讓念頭主宰了自

己。」久而久之，妄念反客為主，我們好像就習慣了這樣的顛倒，任

由無明擺布，誤以為是正常。上師和觀世音菩薩一樣，能聽聞、觀見

眾生的苦惱，以大悲利益眾生，以大智解脫眾生。反觀自己，有時候

因為傾聽得不夠全面，還讓妄念控制了自己，實在非常慚愧！希望藉

由這樣的反思，此後自己的身、口、意都能如上師一樣成就。

第二天按照表定的時間，五點多就得起床為六點半的薈供做準備。

其實，在山區裡晚上若是早點休息，早上五點起來真的一點都不會疲

倦。師父在開示錄曾提到︰「清晨一醒，尚未忙於世務時，染念最為

輕微。此時持任何咒，都十分殊勝，而且易於相應。」以前不到天亮

不想睡，不到天黑不會醒；好好調整作息之後，對這一點就能深刻體

會。我也曾想過︰「連早上起床都要掙扎老半天了，內心怎麼會清淨

呢？」但倘若只是單單這樣想而不實際改善，平日生活也不過是陳陳

相因而已！當然，改革的方法不會只有一種，每個人根性不同，所能

接受的方式也不同。但無論是哪一種方式，前提是要有發心的緣起，

才會有後續的行為改變。

下午，大家一起共修「皈依儀軌」，影片中慧華師父對皈依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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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得非常完整。平時若沒有回精舍觀看上師開示的光碟，複習「皈

依儀軌」，也少有機會和師兄們一起共修，是不太容易能夠聽到師父

這麼完整的開示的。感激丁師兄特別找出這部影片，讓我們有殊勝的

因緣，可以再次聆聽師父慈悲的法音開示。師父曾經開示：「修持本

門任何一法皆能成就，單持四皈依咒也可以。」雖然本門僅要求修滿

皈依法兩百壇作為基礎，但我仍將皈依法列為每日的定課之一，希望

自己能夠時時清楚地觀想完整的皈依境，也提醒自己必須無時無刻頂

戴上師。

在「皈依儀軌」裡提到：「苟無皈依，雖知禮佛、供養、熱心善

舉，不過稍植人天有漏善因，不能超出六道，成無上果。」這一點讓

我心有戚戚焉，尤其是在聞思許多關於皈依發心的經論之後。大家總

是說「要多做好事」，但這些所謂的「好事」，往往不離世間法並雜

有個人的煩惱。這些都只是人天的有漏福報，要想真正從輪迴中解脫，

還相差甚遠。關於這一點，慈誠羅珠堪布也有同樣的看法：「也許很

多人會認為，經常做義工、捐贈財物、獻血、捐獻器官等等，以及人

天佛教所倡導的種種行為，就是佛法融入到生活當中的具體體現。雖

然我們不能斷然否定這也是佛法融入生活，但假如心裡沒有『慈悲利

他心』和『出離心』，這樣的愛心與慈悲心，外道也有，社會上的好

心人也有。這只能算是做好事，而不是佛教特有的行為。」我們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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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佛法，並非世間法與外道，但我們內心真正的動機是不是確實合

乎佛法的精神和教義呢？這一點值得令人省思。單純就外在行為而言，

許多善行與世間人及外道往往會有共同之處，但師父已指示我們一條

非常明確的道路，也非常慈悲地為我們把這條道路都鋪好了，只等我

們去走、去實踐。例如推廣「一念蓮華」，在初發心就必須具備廣大

的菩提心、慈悲心，而實際上的行為 —助念，除了培養自己的出離心，

也是為了究竟利益眾生，使眾生能夠脫離輪迴之苦，乃至成就無上菩

提。助念的修持與諸佛菩薩的利生本懷無二無別，是實實在在的悲、

智、願、行，更是成就最快的捷徑。這是一般世間人與外道難望項背，

也做不來的。

晚上的課程，安排研討「普賢十大願」。這不讓人陌生，因為修

法祈請前，都會先誦「普賢十大願」。完整讀誦《普賢行願品》之前，

我也是簡略誦過四字十願。有次在師父開示觀世音菩薩功德的一段影

片中，師父提及觀世音菩薩每一個毛孔都住著一尊佛，而普賢菩薩以

大神通力在觀世音菩薩的毛孔裡走了十二年都還走不出來。這讓我開

始對普賢菩薩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於是便從讀誦《普賢行願品》著手。

第一次讀，誦到一半時，彷彿就能感受到大行普賢王菩薩無盡的願力

和無窮的智慧；那一股充滿正能量，以及沒有極限的願心，遍滿整個

法界，超越三世，無邊無際。其中，讀到「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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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眾生煩惱不可盡故，

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讓我感動不已！眾生就如同《地藏經》所云：「舉止動念，無不是業，

無不是罪。」雖然眾生如此造業，無有窮盡，但普賢菩薩的願行也因

此無有窮盡，廣大無邊；直到眾生業盡，自然也就無有眾生可度而大

願圓滿。師兄也分享了法會前要先誦「普賢十大願」，以及法會圓滿

時念誦〈上師功德供養發願文〉的緣起，這一段讓我覺得非常受用。

在沒有仔細讀過經論、了解這些故事之前，就只覺得是一個程序而已；

當知道普賢菩薩因何而大行，〈上師功德供養發願文〉中有多少弟子

們祈請上師長久住世、不住涅槃這樣的願心，在每次讀誦時更能深刻

感受到上師諸佛菩薩的慈悲，以及每一位師兄對上師諸佛菩薩的由衷

護持。這一切都是為了要讓所有眾生同證無上菩提，更是在策勵自己

要精進發大菩提心，廣度有情。

第三天早晨，讓我有點兒期待。若沒有這樣的活動，我想自己應

該也沒有什麼機會能夠在寂靜又殊勝的清晨，和這麼多師兄一起修薈

供。這種感覺和回到精舍共修，又不大一樣 —有一種大眾和合共住，

如同大家庭般彼此密不可分的感受。下午的課程，師兄分享推廣「一

念蓮華」的助念經驗，讓我受益良多。很多人在不了解「死亡」這個

人生區塊的狀況之下，總是會感到害怕畏懼，乃至排斥。我一開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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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助念時，身邊的朋友聽到關於「助念」時，要近距離接觸往生者的

事情，或多或少都會半敬半畏；幾次提及、說明之後，大家也就漸漸

地理解，習以為常，不像一開始那麼害怕。課程中，師兄分享了一次

未助念成功的經驗，讓我了解到原來成辦助念的善緣真的非常重要，

必須亡者、亡者家屬、助念人員三方因緣具足，才能自始至終圓滿；

另外，也讓我對於因緣不具足而沒能及時在亡者身邊助念的複雜心情，

可以有所調整，較不執著。師父開示：「當我們在度眼前的一位亡者

時，又何妨將心光分化億萬，同時去度化法界一切的有情。一念之大

悲，就能使更多、更廣的有情得度或深種成佛之因。助念時，若心胸

僅及於亡者，那我們所度的也只有亡者一人而已。若住心於虛空，乃

至法界，則同樣地持咒助念，度生的幅度卻無限的深廣。」這部分自

己的確需要再多加強練習。在此生這麼渺茫的機會當中，可以實踐利

益眾生的願行，能夠不辜負這難得的人身，這一切一切都來自於師父

慈悲、善巧的引導。

最後一堂課，吳師兄用心為我們整理出傳承祖師與四大菩薩的誓

願，讓大家更了解學佛初發心的重要性。初發出離心和菩提心時，當

然也會期許自己的身、語、意能與上師諸佛菩薩相應，要達到這樣的

目標，持續不斷廣大發願是相當重要的。智敏‧慧華師父一直強調「一

師一法一本尊」，但同時也希望弟子們不要故步自封，有時間就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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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論上加強聞思修。除了本門歷代傳承祖師的誓願，多多翻閱歷代

顯密大成就者的傳記，進一步了解其修行要訣，對自度度他必然有所

裨益。華藏祖師〈發菩提心義訣〉開示：「彌勒菩薩法語云：『分別

是識，不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又佛

教行人有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又云：『依智不依識，依識入地獄。』」對於正法，

我們皆不應起分別心，要「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透由汲取歷

代各大成就者的見地、教言，幫助我們永遠追隨具恩根本智敏‧慧華

金剛上師的足跡。

始業式陳聲漢董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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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過程就像火車悠悠駛往目的地，沿途有平坦，也會有顛簸；

會經過黑暗的山洞，也會見到燦爛的陽光。每當遭逢人生低潮，我會

祈請上師三根本三寶加持，我會以歷代成就者的廣大願行自勉，讓自

己沐浴在諸佛菩薩的恩光裡，從中找出正確的方向。祈願自己的心，

時時不忘皈依的真義，不忘此生要脫離輪迴的決心，不忘要廣度眾生

的菩提心。

一切成就來自上師，生生世世永難忘懷；

一切成就用於度生，生生世世永不退轉。

大圓滿，大吉祥，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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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象渡河‧圓照淨覺】

片刻不忘菩提心

劉華師

皈依後，就因為工作地點、家庭因素，無法常常參加法會、親近

師父、認識師兄們。這十幾年來俗事纏身，雖一直記得皈依初心，中

間也曾發憤圖強作功課，但終究不敵疏懶的本性，與佛法的聯繫僅剩

偶爾的散心持咒。去年家父去世，承蒙花蓮分舍師兄臨終關懷及助念，

以及後續在台北總舍參加中陰共修，讓我重新發願要為幫助一切眾生

而精進。

當年皈依後，雖然介紹我皈依的師兄有指導我如何依法本修，也

教我如何向壇城禮拜，以及修法用的手印等等，但修習法本的過程中，

沒有顯教基礎的我，一直覺得自己需要一個「新生訓練」。想歸想，

精舍辦的共修活動，我又沒辦法參加，就這樣拖延下來。

這次的淨心營，簡章中的課程內容，我只看懂一個「皈依儀軌」，

心想這可能是一個基礎訓練課程，於是抱著參加「新生訓練」的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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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報名了。參加後才知道，不論何種修行次第，「皈依發心」都是

最重要的；而且參加的師兄都是高手，只有我一個「新生」……。遇

到小組討論跟分享的時候，我都非常慚愧不能拿出什麼好東西跟大家

分享；不過，還是非常慶幸當初報名了。此行對我個人而言，可說是

增廣了好多見聞，對法本內容更為了解，也加深了修法的信心。

以下簡要分享我感受最深的部分。

唵阿吽

營隊兩天的早課都是共修蓮師薈供。第一天報到後，晚上就由彌

陀村的黃師兄，向大家詳細解說蓮師薈供每一步驟的意義，並對獻曼

達提出殊勝見解︰我們觀想唵阿吽放光，就是以清淨的身口意供養諸

佛。

後續課程中，師父的開示也說：「上師的三密加持——唵阿吽，

其實永遠在我們的額喉心；當我們時時觀想、憶念唵阿吽安住自己額

喉心三輪，放光上供上師三寶三根本並加被眾生之時，就是跟上師諸

佛三密相應的時候。」薈供法會中，以三字明加持供品是「外供」；

以自己額喉心三輪放光，以清淨的身口意三業來供養三根本三寶，是

「內供」，可見第一天黃師兄所說十分正確。自己回想過去參加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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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也曾聽師父開示，但聽過卻總不能理解，如今才真正知道「內供」

的意義。

晨起共修蓮師薈供

師父也說：「這個『唵阿吽』三個字，不僅僅是修薈供的時候才

念，我們在家裡一切時、一切處，喝茶的時候，吃點心、吃飯的時候，

都念它幾句；或者是我們洗米啊、煮菜啊、燒飯的時候，就在那兒念，

念了拿來上供下施。」這段開示真的非常受用，最愛這種「一切時、

一切處」都可以修的法了！而且還只有三個字！真讚！

當年自己修習「皈依儀軌」也算認真，卻不知道「唵阿吽」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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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有這麼重大的意義，只知道觀想皈依境中的上師額喉心放光消除我

及一切眾生無始以來的罪障，其他時間就不會去想。現在知道還不算

晚，上師的三密加持永遠都在，今後我也會認真修習。

行普賢十願

每次在精舍供燈、供花的時候，都會恭恭敬敬念一遍「普賢十大

願」，卻不知如何觀想，如何行普賢十願。

教材中恭錄了慧華恩師在《華藏世界》40期開示的「普賢行願簡

略觀法」，讓我了解到觀想放光供佛時，「自心種子字所放之光，猶

如太陽光一樣，向十方而放」，而「自心種子字所放之一一光明尖端，

都有自己的化身，遍至十方無量諸佛之前」，行普賢十願。這個觀想

對我而言有點困難，還要多多練習。

閉關及助念經驗分享

師父曾一再叮嚀︰「圓覺宗的弟子，有兩件事一定要做，那就是

助念和閉關。」

這兩件事，我都還沒做到，因此非常感謝營隊安排了資深師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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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經驗。其中，黃師兄分享的助念觀念尤其重要，值得牢記在心︰

一、從收到通知起，就已經開始助念；後續的過程是否順利，都是往

生者自己的因緣。我們不要有壓力，不要太拼命而忽略了平安和

健康。

二、往生者接受本門師兄助念後，常有瑞相，家屬因此感恩戴德。但

我們要記住，這都是傳承的加持，不是自己很厲害，切忌因此貢

高。

三、師父希望大家參加助念，是要大家勤修無常、助人往生，累積成

佛資糧，莫為累積助念次數（接受表揚）而助念。要考慮自己身

體狀況，切莫勉強。

發願

營隊最後一堂課是「大堂分享‧廣大發願」。

師父在〈返聞自性的途徑〉開示︰「我們若立志成佛度生，『發

願』是很重要的。因為諸佛於起修時，都是先發大願，然後行願才能

圓證。」「因為發心就是『播種』——播了要度盡眾生的種子，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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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就能夠成就佛果；而且乘著願力，絕不會墮到三惡道去，生生都

在佛道中圓滿福智，直到圓證無上正等正覺。」

師父也說︰「初發願時，仍在學習中，比較淺薄；等到修持有進，

願心自然真切。而尚未證悟之時，皆是學菩薩和祖師而發願；至證入

本來時，同體悲心自然流露。」因此，吳師兄將許多佛菩薩和祖師的

願，編入教材，讓大家學著發願。讀著這些佛菩薩和祖師的大願，心

裡既感動又慚愧。

課堂中播放智敏恩師的開示，師父風趣地以立法委員要有憑據可

以問政為例，叮囑師兄們發願要務實，不要打高空，不能讓師父無法

督考。

因此，雖然對佛菩薩和祖師的大願生起無限嚮往，但想想自己的

程度，此時只敢選擇諾那祖師教言，希望自己至少先做到「片刻不忘

失菩提心」，精進修持。茲恭錄祖師教言如下︰

孝順父母，恭敬師長；

深信密法，毫不生疑；

虔誠精進，永無疲厭；

六度萬行，平等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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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持密戒，毫不違犯。

片刻不忘失菩提心。

眾生苦惱，我願代受；

一切功德，迴向眾生。

以此供養，謂之心供；

一切供養，心供為最。

此外，看到下面這段師父的話，當場慚愧得熱淚盈眶︰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言︰弟子對上師，應以身、口、意修持上

師所傳的體性法門，並發大菩提心，為弘揚佛法、救度一切眾生而精

進。諸位倘若能即身成就，將本門法脈繼續弘揚，永恆地在法界利樂

一切有情，便是對歷代傳承祖師最大的供養。

「為弘揚佛法、救度一切眾生而精進」，這句話我應該刺在手臂

上每天念 100次啊！

感恩！再感恩！

感恩這次活動的工作人員——台北總舍的丁師兄、楊師兄及吳師

兄，為大家準備了很多教材。教材內容引自佛經或祖師、師父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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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讓大家有正確的知見基礎；除了在課堂上聽講解，更值得帶回家

細細品讀再三，依之而修。課程中播放師父開示影片，複習師父對大

家修法上的指導，讓我再次感動於師父苦口婆心的叮嚀，並感受到師

父對我們的期許。

感恩圓覺彌陀村的黃師兄及常住師兄們，為我們準備了舒適的場

地、可口的餐食，讓大家心無旁騖地專注在活動中。

結束課程後，覺得自己受益良多，法喜充滿，就像金頂電池廣告

裡的粉紅色兔寶寶一樣，可以帶著笑容再跑一年！

以上報告，主要表達對營隊工作人員的感謝，希望不要因為內容

鄙陋而影響閱讀本文的師兄了解課程的深意。

一切成就來自上師，生生世世永難忘懷；

一切成就用於度生，生生世世永不退轉。

大圓滿，大吉祥，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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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象渡河‧圓照淨覺】

心，回歸本來

妙音海

這次短期淨心營，從皈依發心開始，讓學員們更了解修學佛法的

要領，進而調整自心，回歸本來。

在第一天晚上，看了《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這部電影。我

很驚訝這部外國影片能用電影的手法，描述出「心」的狀態，讓我們

更了解行為背後的動機。藉由睿智老人的引導，讓劇中主角丹的心態

得以調整。這也證明了，我們的「心」其實是可以訓練的——修法即

是修心，修的就是這個「心」。大家在看了這部影片後，獲益良多。

我自己在看完影片後，也對自己的心做了省思，了解修行就是在每個

當下 —不去追隨過去、盼望未來，讓心學習開放，並感受當下。

第二天一早的第一堂課是「翻轉生命的起點」，這是講皈依發心

的課程。課程名稱讓人覺得真的是點出了修行的核心——在勝義來說，

就是皈依自己的體性，回復本來。就如同初皈依時，上師即授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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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佛」的法名，所以在皈依時，師父已經指出了究竟義，而我們

卻往往不自知。如果能了解師父的用心直指，那麼隨後的學佛過程，

真的是果位起修，是真因地，在菩提道上毫不迂曲。

初初皈依時，大部分的人都是為求人天福報而來，因為想要趨利

避害、離苦得樂，這是眾生的習性。但經由修行漸漸地學習到，原來

我們的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

這是每個人本有的，不須向外求。既然師父已授記我們「某某佛」，

作為法名，那麼我們是否決定要翻轉我們的生命了呢？

在第三天最後一堂課「大堂分享及發願」，首先是由師兄分享助

念和閉關體驗。在黃山明師兄分享的助念實例當中，讓我體會到一般

人在死亡時，真正能具足善緣的其實非常少，而能掌握「臨終一念，

往生淨土」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趁現在自己還能修行時，就應該

盡可能地把握因緣。因為就像師父所開示的︰「我們活著的時候，要

為死亡的時候做準備。」這是師父一直強調的口訣。藉由師兄分享的

實際助念案例，讓我更能了解師父的苦口婆心。

「以前助念時曾經碰過，都已經到達喪家門口了，家屬才說不用

助念了。」聽到這句話，讓人心都涼了半截。但聽到黃師兄說，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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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開示︰「助念團員在前往喪家助念的途中，其實就已經開始在為亡

者助念了。」這大大地消除了我心中覺得因故無法為亡者助念的失落

感，原來心念到，就已經到了。

營隊課程

閉關心得由梁素華師兄分享。我從中體會到，原來閉關並不是要

設立多麼高遠的目標，而是放鬆身心沉浸在師父及傳承祖師的加持下；

若對師父的哪一句開示，覺得能夠印心的，就一直不斷去思維。如此，

自心在無形當中，就會有所收獲。因為一般人都在世間忙碌著，要能

靜下心來，好好看看自己的心是很難得的。到關房閉關，承仗傳承上

師三寶三根本的加持，讓我們更能有機會面見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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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幾天的學習，在最後大家相互分享自己的願心。我選擇了

以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作為自己修持的總願；而短期努力實行的願

則是好好修法，迴向自他往生極樂世界。因為往生到極樂世界，現前

就圓滿普賢十大願，能利樂一切眾生。

短短幾天，收獲滿滿！感恩成辦此次淨心營的所有發心人員，並

將此心得供養上師三寶三根本，祈願眾生離苦得樂，獲得究竟佛果。

一切成就來自上師，生生世世永難忘懷；

一切成就用於度生，生生世世永不退轉。

大圓滿，大吉祥，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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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象渡河‧圓照淨覺】

學習掌握佛法的根基—皈依與

發心

黃玉珠

黃山明師兄分享推廣一念蓮華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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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皈依以來，雖心心念念兩位上師，但是卻不知道該如何修行。

反而在俗世紅塵中打滾又打滾，歷經生活上種種的苦，在修行的

道路上蹉跎了歲月。

感謝上師！好像聽到我內心的吶喊︰「要如何才能離苦得樂？」

因此，淨心營的活動就像是替自己注入了一劑符合內心需求的良藥，

讓我心中非常感恩。這人生一路走來辛苦，所幸有善知識隨時提醒著

自己︰「勿迷失、勿放棄，總是會有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扣除車程往返，算起來是整整兩天的研習活動。兩天的課程內容，

確實足以翻轉自己的生命，讓我重新省視自己當時皈依的初心與發心。

因為這些都是學佛非常重要的根基，也會影響日後行持的結果，尤其

在密宗修行而言，對上師、本尊、護法三根本的信心是最為重要的。

因此，這次活動的內容簡直就是切中要點，將自己拉回到剛皈依之時。

我在想︰「自己皈依的目的，不就是要了脫生死嗎？」

會來皈依，其實是因自己頭一胎的兒子，從懷孕一開始就出現了

磨難，遲至四十二周才生出。結果真的是有問題，在孩子出生的第十

天後，即在加護病房搶救其生命；四十天後，醫生才讓我們帶回家。

那時，我心中壓力很大，因為孩子的命隨時都是在呼吸之間。有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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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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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稍微感冒，孩子就必須住院一周，待在氧氣帳裡，以足夠的氧讓他

維持生命。因孩子身體發育並不完全，所以我們相處一年多後，彼此

母子的因緣就盡了。縱有諸多不捨，我也讓自己學著放下，營隊課程

梁素華師兄分享閉關專修心得祝福孩子脫離病苦，究竟離苦得樂。孩

子往生時，在因緣具足之下，由多位師兄為其助念圓滿八小時。公婆

前往探視時，看到孩子面容宛若深眠酣睡，皮膚顯得白裡透紅，非常

安詳。也因為在如此因緣下，我得以成為兩位上師的弟子。

梁素華師兄分享閉關專修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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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往生後的九個月裡，是與兩位上師最緊密的時刻，大部分

的法會我都會到。其實，那時自己心中的期盼是希望請上師為孩子超

度，但因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剛過的關係，上師已停止專壇超度了，故

因緣沒有具足。後來因為再懷了第二、三胎，兩個小孩出生後要照顧，

還要忙著上班，可說是蠟燭兩頭燒，忙得團團轉。然而，也在這時，

兩位上師在女兒出生的那年相繼圓寂。當得知消息時，讓人很難以置

信，發現自己頓時失去心靈的依怙；一想到此，每每不能自己。直至

小孩長到兩、三歲時，才有機會參與精舍的法會。有時想閉關，就請

在十三樓的師兄幫忙看顧小孩；小孩在遶四面佛，也遶得很開心。有

時，我也帶著全家一起參加精舍的其他活動，共襄盛舉。雖每日不忘

持咒、觀想、頂戴上師，但在座上修法上並沒有很精進。因不知如何

定功課，常常是一曝十寒，效果不彰，所以修持得很慢，沒有什麼進

展，往往還是在紅塵俗事中，庸庸碌碌打轉。每每遇到大苦難時，才

急急忙忙找師兄解惑、想方法，很是慚愧！感恩上師加持，不離不棄，

在弟子迷惑時，點醒弟子該如何做。

這次參加淨心營，是讓我重新認識自己的不足，以及讓自己更能

趨入修行的根本。參加這次活動，除了滋長自己心靈的養分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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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一樣的體會，也獲得了修持上重要的提點，諸如︰

一、了知修行道路上如何修持才能坦直無礙，直接通達無上成就的彼

岸。又欲修持得無上成就，則菩提道不能時續時斷。

二、對於皈依的目的，也知道得比以前真確許多。如上師所說︰我們

皈依的目標，最重要的不為自了，乃為要廣度一切眾生，令一切

眾生得到永遠的究竟安樂。

三、在課程中，師兄分享在薈供供養時，不只可以供養世間上的珍寶

財物，連我們自身也都可以一起供養諸佛菩薩。聽到這裡，我想

做人處事在很多地方可以不用那麼執著、計較和放不下。

四、在「普賢無盡燈之夜」時，師兄依《普賢行願品》，對於觀想作

了更細部的分享。他說︰「我們在觀想時，可以觀想周圍的極微

塵數中的極微塵數裡，有著無量無邊的諸佛菩薩及眾生和我們一

起修持。」這境界是我以前未曾想過的，好殊勝！也是一種擴展

心量的好方法。

總之，這次參加淨心營的活動，除了對自己以前見未真、知未明

的地方，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和認識，並且在課程中，許多資深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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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分享了他們在師父住世時參加法會的體悟，以及在助念、閉關當中

的甘苦談，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經驗和信心。

最後，感謝這次為我們準備如此豐富內容的師兄們，您們辛苦了！

也感謝參與的金剛師兄們，在共同研修、研討中，讓我獲益良多。下

次，也期待自己能夠再度參與，能與更多師兄一起精進、砥礪。

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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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象渡河‧圓照淨覺】

心淨生慧

陳智明

非常感恩能夠參加精舍 2018年短期淨心營活動，學習佛法的根

基——皈依及發心。

大眾總迴向

在課程一開始，我們看了一段電影。課程設計讓我們去思考，生

命中是否有出現引領自己走向正確方向的人。我想到最初接觸佛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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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姐姐的朋友給我的座右銘︰「學佛學做人，念佛念自己，拜佛拜

良心。」那時，我初初了解學佛是在修自己的這顆心。

第二天的課程「發現菩提心，創造幸福」，在一切修持中極為重

要的是「發菩提心」，也引發了我的共鳴—無論修什麼法門，最後全

部都要歸於「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清淨心與覺悟的心。經云︰

「修行不發菩提心，猶如耕田不下種。」如果只是拼命地耕田犁土，

卻沒有播撒種子，最終怎麼會開花結果？所以，種子就是「菩提心」。

而戒行也是幫助我們發菩提心、種菩提種、開菩提花、結菩提果的重

要助緣。換言之，修行不管是從理上修或事上修，有兩大原則不能違

背︰一是「發菩提心」，二是「持清淨戒」。發菩提心、持清淨戒是

修行最重要的二件事。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最常被朗讀、背誦的經典，在所有的佛

經當中翻譯次數最多，譯成的文種也最為豐富。在漢傳佛教中，《心

經》最常見的版本為玄奘法師譯本，共有二百六十個字。其經文博大

精深、言簡義豐、提綱挈領，直明「第一義諦」，集中展現了般若慧

學的精髓，是出家及在家人日常課誦的佛經之一。在淨心營最後一天，

從丁師兄講解《般若波羅蜜多心要經》當中，才讓我深刻了解由祖師

蓮華金剛藏聖者吳潤江上師重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要經》，更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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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人正確地修行。祖師認為玄奘法師譯本有若干部分未能盡達經

義，亦即所譯經文有些地方意思表達得不夠清楚，容易造成誤會。華

藏祖師根據藏文原本重譯，在關鍵的地方改得很好。

結業式大合照

雖然皈依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已有三十年，但記得剛皈

依時，對密宗或本門圓覺宗還不是很熟悉；也由於初學密時自己心中

偏差的觀念，造成對密宗觀想持咒的方法產生誤解，認為自己善根不

具足，沒有福報。後來，我從老實念「阿彌陀佛」下手——自己念這

一句「阿彌陀佛」，勸一切眾生念這一句「阿彌陀佛」，信願持名，

求生淨土，別無二念。如此，靜能生慧，「水靜極則形象明，心靜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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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智慧生」，誠如淨空法師所開示︰「不回憶過去，不嚮往未來，現

前得清淨心。」

聽經聞法，是我對學佛的基本認知。這次的淨心營透由祖師及上

師開示的內涵，從修行最初的皈依及發心開始引導，加強了自己很多

的基礎知見。師父也曾開示︰「學密宗也要搭配顯教的教理知見，才

能如鳥具雙翼般，可以飛得高、飛得穩、飛得遠。」參加這次淨心營，

讓我收獲良多，感謝上師三寶三根本的加持與多位師兄的帶領，使這

次短期的淨心體驗順利圓滿。

感恩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在南投埔里好山好水的地方，

建立圓覺彌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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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無盡關懷】

一念蓮華永恆的愛

雲嘉助念團長 蔡爾高

正在交往中



97

佛法因緣成連理

就學時代因參加佛學社，親近上懺下雲老法師，早就立下了往生

極樂淨土的願心。在擇偶的時候，這也是我考慮的最重要因素。配合

父母不知相親了多少次，都沒有後續；直到三十五歲，也因相親認識

了我老婆佳蓉——台南的美女。

還記得第一次約會去台南，老婆帶我到安平古堡。交談中，我跟

老婆說︰「我是個佛教徒，遵守五項佛教生活的規範——不殺生，所

以仁慈善良；不妄語，所以老實不騙人；不偷竊，所以正直不非分；

不邪淫，所以不會外遇；不飲酒，所以不會發酒瘋家暴。」心裡想互

相瞭解，若差異性大，就算不能進一步交往，彼此做個朋友就好。

我的擇偶範圍很小。信仰觀念不同，不用遷就，如此往後的生活

才不會吵吵鬧鬧。佳蓉是我第一個女朋友，也是最後一個。

接下來的交往中，我還帶她去參加助念。同時，心裡想︰「這是

我一生的志業，假如對方無法接受或會障礙的話，就不可再進一步走

向婚姻、家庭。」結婚後，老婆開始學佛，雖然剛開始善根不深，但

仍愛屋及烏，會陪我去助念；甚至有次臨終助念，老婆還挺著七個月

的大肚子，陪伴我一起坐在亡者身旁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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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交往的時候，牽著妳的手，妳問我︰「到老的時候，你還

會這樣牽著我嗎？」我回答︰「一輩子都會這樣牽。」想不到，我們

的緣分就只這十一年。

把握機會旅行

罹病治療過程

兩年半前，我正要前往嘉義助念團道場參加中陰助念共修，在前

天也已跟老婆提過；但到嘉義途中，吃晚餐的時候，突然接到老婆打

電話來請我回家，說她現在很需要我。聽到老婆無助的語氣，我馬上

折返虎尾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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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家門，即見含淚慌亂的老婆。她告訴我今天覺得心臟不適，

到台大醫院虎尾分院檢查心臟；心臟科醫生見 X光片就說是肺積水壓

迫到心臟，必須轉胸腔內科處理，下星期由家屬陪同來看報告。

安寧病房

一聽有肺積水，我馬上想到五年前，父親檢查出肺積水的原因是

肺癌，一個月後即往生。我心裡想不妙，跟著老婆一起流淚。接著搜

尋造成肺積水的原因，發現原因很多，譬如肺高壓、高血壓、肝病、

腎功能不全、心臟病衰竭等都有可能，不過以心臟疾病引起肺積水的

比例較高。我安慰地握住老婆的手，陪著她流淚。等待回診，內心祈

求上師加被——千萬不要是癌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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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診當天，我請假陪同。還沒到醫院就突然接到一位台大廖小姐

來電，問說有沒有家屬陪同前來。我心裡覺得大事不好，因為個管師

的關心代表……。

進入診間，林醫師告知是肺腺癌末期，若治療無效就只剩三個月

壽命。老婆已腦筋一片空白，淚流不已。醫師很有耐心地解說，告訴

我們接下來應該怎麼治療——必須進一步做電腦斷層掃描，檢查全身

的狀況，之後會給我們充分的時間提問。

眼前，老婆只有狂哭……我含著淚向醫師請教清楚，接下來要進

行的治療步驟。醫生決定先讓老婆服用最新的第二代標靶藥「妥復克」

控制腫瘤，等待下星期回診看電腦斷層的報告。我內心祈求上師加被，

希望癌細胞千萬不要擴散啊！

回家後，房間裡沒有開燈，我們相擁而泣，牽著手躺在床上。這

是夢吧？說不一定一覺起來後，又恢復正常了！

詳細檢查之後，醫生告訴我們，癌細胞已經擴散，除了肺以外，

肝、腎、腸、脊椎都有；最重要的是腦部內的腫瘤，其中一顆長在腦

幹，萬一破掉就再見了。現在必須以全腦放射線治療。還有，脊椎有

一節侵蝕嚴重，恐有危險；萬一塌陷，就會癱瘓在床，須由神經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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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林醫師非常開放，告訴我們可以到其他醫院做第二諮詢，他並不

會介意，也會讓我們帶去詳細的相關資料。因為他能理解患病的不安

定感，以及希望找到最佳的治療方式。住在台中市的大姐瞭解情況後，

馬上為我們奔波詢問，安排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頭部用放射線伽瑪刀（雲林台大目前沒有此設備），照射精準，

副作用比全腦照射小；脊椎的部分，是有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但可以

先暫緩須費時八小時的脊椎固定手術。假如有腳麻、行動不順或壓迫

的現象，之後再做也是可以，畢竟手術都有風險。

老婆之前腰痠背痛，用民俗療法整骨，還讓師傅對著侵蝕嚴重的

那節，用腳踩來調整略駝的脊椎。現在想起來，真讓人冷汗直流 ——

脊椎既已有裂痕，萬一受力崩塌，可能就會馬上癱瘓。

處理頭部後，回到雲林繼續接受治療。林醫師依舊細心地安排療

程，投藥後發現腫瘤已見縮小，標靶藥物有效。兩個月後，醫師告知

我們肝指數偏高，假如一直升高，就必須停藥；又問我們除了標靶藥

以外，還吃了什麼。我們向醫師坦承說，有喝親友建議的雞角刺草藥

生絞汁；醫師要我們先暫停不喝，等下星期回診再看肝指數。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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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肝指數降下來了。

藥物對老婆產生的副作用是頭皮毛囊炎，非常嚴重。不但流膿結

痂，又與頭髮黏在一起，如同頭套；只要稍微碰到，就深感痛楚，房

間充滿了膿的味道。老婆要求我把她的頭髮剃光——頭髮對於女人來

說，是何等重要！若不是太痛苦了，怎麼捨得放棄？有時老婆問起，

我就大力吸一口氣，主觀地說︰「沒有什麼味道啊！」兒子也附和說︰

「對啊！沒有什麼味道。」

每星期三回診，就像是聽法院宣判。當醫生說癌細胞穩定略縮小，

全家喜出望外，整天都非常快樂；當醫生說癌細胞好像有變大的跡象，

全家整天烏雲罩頂，心情沉重。

愛讓我們勇敢

深知老婆以前的心願是希望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全家一起到東

京迪士尼樂園遊玩。我知道要把握當下，於是迅速辦妥全家三人的護

照，找了有安排東京迪士尼行程的旅行團，希望滿足老婆的願望，更

留給兒子與媽媽美好的回憶。在這兩年十個月中，我們把握治療的空

檔，積極旅遊，去了澎湖、東京迪士尼、沖繩、馬來西亞、印尼，也

安排了許多國內行程。每次醫生都說不建議旅行，怕會有風險，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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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說就算死在飛機上，她也甘願。為了達成老婆的心願，我們勇往直

前。現在想起來，覺得真值得！

治療癌症的過程中，最怕的就是抗藥性。這意味著若沒有其他藥

物可使用，病人就將面臨死亡的威脅。第二代標靶藥「妥復克」服用

不到一年，就產生抗藥性了，老婆得知後淚流不止。後來，頭部腫瘤

擴散到腦膜，老婆頭痛到不行，必須注射嗎啡止痛。醫生告訴我們，

根據醫學文獻，若癌細胞擴散到腦膜，藥力通常很難送達，病人大都

只剩三個月壽命。我們如果想做什麼，醫生要我們把握時間。醫生說

他會繼續想辦法找到適合的藥物，要我們請假出院到台北檢驗更新的

藥物，是否基因符合。隔天出院，自費一萬元檢驗；檢驗報告送來後，

發現不符合。最後，醫生嘗試使用第一代標靶藥「艾瑞莎」，發現竟

然有效果。醫師表示，這是癌症用藥極少數的案例——使用第二代無

效，回去吃第一代竟還有用。

這次住院一個月，由阿母（閩南語，媽媽的意思）陪同。婆婆的

樂觀豁達，影響了佳蓉。出院後，正逢兒子要上小學了，阿母建議我

們從雲林虎尾搬回故鄉嘉義東石一起住，這樣大家才互相有個照應。

兒子就在家鄉村莊上小學，偏鄉學校學生少，班上只有五位同學；因

為精緻小班，老師也更容易照顧到每個學生。搬回東石後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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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母從生活起居到衣食住行，各方面照顧得無微不至，兒子上下學也

由阿嬤（閩南語，祖母的意思）接送。這對老婆憂心兒子的生活方面，

有著關鍵性的正向幫助——知道有阿嬤的照顧，她很放心。

不只是小孩得到照顧，佳蓉更感受到濃濃的母愛——這是老婆最

渴望得到的。岳父、岳母因為彼此的感情問題，在老婆就學期間就已

經分居。有一天，老婆有感而發地向婆婆說︰「阿母，我下輩子當您

的女兒好嗎？」不識字的阿母直心地說︰「不用下輩子，現在妳就是

我女兒啊！」老婆深深感受到，媽媽對我們彼此就與照顧自己兒女一

樣，真的毫無差別。

不到一年，治療過程又產生抗藥性了。聽到抗藥性，老婆又淚流

不止，這意味著仍然擺脫不了死亡的陰影。主治醫生要我們到台北檢

驗是否符合最新的第三代標靶藥物，但得自費一萬元；檢驗出來，基

因符合。正當我們高興之際，醫生把他憂心的事告訴我們，讓我們衡

量是否要服用，最新的第三代標靶藥「泰格莎」，健保並不給付，每

天須服用一顆，每顆要價一萬四千元。聽完後，我們眉頭都皺了起來。

因為瞄到老婆似乎不好意思開口的表情，我馬上跟醫生說︰「我們決

定要用藥，麻煩醫師安排。」晚上回到家的時候，老婆突然牽著我的

手，哽咽地說︰「你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公！」我深深感受到老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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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我們彼此相處的時間，只要有機會能活下去，她是不會放棄的。

然而事與願違，服藥八個月後，還是產生了抗藥性。這次，老婆

反而顯得平靜，不像前兩次那般淚如雨下。因為已經沒有標靶藥可用，

醫生安排我們到台大醫院台北總院參加實驗用藥的配對，結果顯示不

符。因為老婆從病發前體重 70公斤一路瘦到 35公斤，太瘦又沒有體

力，無法承受化療的副作用，故醫生最後建議自費使用免疫療法。醫

生也老實告訴我們，若治療無效就必須面對，在安寧病房緩解症狀，

調節不適。

做了兩次免疫療法，效果不彰。住了半個月安寧病房，醫生依他

平常對病人觀察的現象，婉轉地告訴我們︰「就這幾天了……」要我

們把握時間告別。我說過我不哭的，聽聞後還是忍不住；但等一下哭

完，我會更堅強的——會變成勇猛的護法金剛，守護老婆。我開始為

即將發生的事，預做準備—問好醫院，確定有助念室可以助念；請假

回家，準備臨終使用的法寶；攜帶轉經輪，置於病榻床頭；調整念佛

機，提高音量。

極樂世界的約定

佳蓉臨終當天，最後肺部衰竭時，儀器血氧指數從 100掉到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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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氧氣不夠用，心跳會加速；為了將氧氣運送到全身器官，心跳一直

飆升到一分鐘 150下，但血氧量仍無法提升，還是只有 60以下。護理

師問︰「氧氣不足了，要不要換上口罩式的氧氣罩，比較好呼吸？」

老婆搖搖頭，她很清楚這有可能會延長死亡的過程。當心跳無法維持

而急速下降時就會斷氣，因此我要把握時間做最後的引導——希望她

心無罣礙，安詳善終。

在家蓉斷氣前 30 分鐘，我進行了拍攝紀錄，如下址︰

https://youtu.be/ZfDAkZy1FW0

拍攝前，我問她︰「有沒有在想什麼？」因為身體早已十分虛弱，

她只能點頭搖頭示意。媽媽對孩子是最執著的，我就先問重點︰「有

沒有在想兒子？」老婆搖搖頭。此時，我放心了大半，因為其他都是

小事了。佳蓉與娘家的弟弟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了 35年，感情很深，

於是我問︰「那是在想娘家的事嗎？」她也搖搖頭。最後我問︰「那

是在想我嗎？」她竟然點頭。我想我應該知道她心裡的想法，我說︰

「你是不是要謝謝我？」她又點點頭。我知道在佳蓉發病這兩年多來，

我的努力與陪伴帶給她安身、安心的感受，她點滴在心。還記得當初

我趁上班前天未亮時，請老婆上整脊床進行全身原始點療法；每天的

濃薑湯都會先準備好，下班後全身再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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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她臨終是處於感恩的心，而不是執著、罣礙的心，因此很

容易就能放下。身心得以安頓，善終就能達成。

身體的善終，關鍵在於不做無意義的急救，安詳地捨報；靈魂的

善終，關鍵在於放下種種執著，以助念引導。

但我的愛不是只有一世牽手，希望情牽老婆到淨土，得到究竟的

幸福安樂。「一念蓮華」是我對你永恆的愛——幫助達成最後一念憶

佛念佛，隨佛回歸極樂。

接下來，我向她說︰「我很感恩妳嫁給我，帶給我幸福，又生了

一個這麼乖的孩子。妳對我們蔡家是有恩的。」因為之前有次我們談

話，她透露因為患病而對家庭有所虧欠的想法。向她感恩完後，我給

了她一個使命，我說︰「老婆！妳也知道，妳老公參加助念團，就是

為了要拼到極樂世界。這是我最大的願望，妳能幫幫我嗎？若妳往生

到極樂世界，就成了菩薩；將來我臨終的時候，妳要跟著阿彌陀佛來

接我。這樣我就可以達成今生的目標，我們也能永遠在一起。」接下

來老婆已無法說話，就如視頻當中，她只能勉強擠出氣音，很用力地

說︰「好！」聽到老婆的承諾，我太感動了！我馬上拿起平板手機到

她眼前，依上師的開示，讓她觀看阿彌陀佛的聖像。她兩眼非常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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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著佛像，呼吸節奏也跟著念佛機的佛號聲。見到她眼神開始渙散，

知道氧氣已不足以支撐眼根，故最後一眼的鏡頭是停留在阿彌陀佛的

聖像。

提早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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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兄的臨終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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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的耳根還是聽得到，所以一直到心跳、呼吸停止，我仍

繼續陪伴念佛。見到她斷氣，我並沒有馬上叫護理師，依舊安心陪伴

念佛。十分鐘過後，我才通知護理師。這是以前就跟老婆商議好的共

識——堅定地守護，不要遭受無意義的傷害。有時，看似無情卻有情。

相信佳蓉一定掌握了最後一念，保持憶佛念佛。我深信上師教

言——掌握臨終最後一念，必定往生極樂世界。「老婆！妳先到極樂

世界，將來我們會在極樂世界相聚的。」

愛妻體貼備至

期間，台中前舍長黃山明師兄、台南前舍長林萬發師兄聞訊帶隊

前來雲林，共同為佳蓉臨終助念。非常感激師兄們的愛護，讓我感受

到金剛同門之間濃厚的情誼。助念十二小時後，大體送往嘉義朴子市

立殯儀館，這是善良的老婆體貼的交代。

到了靈堂，才拔除鼻胃管並進行大體清潔；穿上莊嚴的居士服，

已經午夜十二點。設立傳承上師壇城，點上油燈祈願，放置平板手機

循環播放《阿彌陀佛經》、《地藏經》、《寶篋印經》，安放電動轉

經輪，開啟播放上師法音的念佛機……。假如人力足夠，可以不斷在

亡者身旁誦經、念佛、轉動經輪、做佛事，自然有助於亡者超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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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沒有辦法不休息，拜現代科技之賜，仍然可以依上述方式，二

十四小時不間斷利益亡者；等到足夠休息後，再誦經念佛迴向亡者。

這是科技時代的便利，在此感恩上傳經咒音檔的大德，無遠弗屆利益

眾生。

或許有人會問︰「電動轉經輪不同於用手搖，這樣會有功德嗎？」

可從這個角度思維︰「現代屠宰場使用電動設備，操作人員只要按個

鈕，生產線一旦動起來，動物就能一隻隻屠宰完成。操作人員並沒有

動手宰殺，而只是以電啟動，像這樣，有沒有造下殺業呢？」當我們

啟動轉經輪時，必須先虔誠祈禱後，再插上電源，並祈願大悲法輪加

被一切眾生，悉皆往生極樂淨土。

老婆知道一年前阿嬤的後事，大家在開放式靈堂二十四小時守靈

是很累的。現在，長輩不能為晚輩守靈，小孩天曌又太小；只能靠我，

這樣會太累。夜深了，我關下朴子殯儀館懷恩堂的鐵門，就回家休息

了。

老婆之前就跟我說，她身後直接送往離家最近的殯儀館，晚上鐵

門就拉下，不用守靈，這樣才有足夠的時間休息。老婆也擔心娘家會

有想法︰「是棄嫌嗎？怎麼不送回家。」最後住院時，老婆告訴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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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好友王曉惠說：「萬一娘家的人有誤會，請幫忙解釋。」我也不

知道有這回事，是曉惠來殯儀館捻香時告訴我才知道的。

老婆真的很善良！住院時，因我請假太多，她怕我特休用完，就

到護理櫃檯找僱用看護的電話。聯絡三小時後，看護就來了，我麻煩

她照顧佳蓉後，就返回東石家中整理，準備隔天正常到六輕上班。隔

天中午，我接到老婆的電話，她請我下午請假到醫院一趟。到了醫院，

看護馬上跟我抱怨佳蓉的不是，一直要她按摩雙腳，還跟她說要尿尿，

抱她坐上便盆椅又常常沒有排出……一直刁難她、麻煩她，讓她都沒

有時間吃飯。我走進病房，向老婆求證︰「是這樣嗎？」老婆一臉委

屈說︰「沒有啊！」又說︰「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隔壁床病人的女

兒聽到對話，義憤填膺地告訴我︰「這個看護實在沒有愛心，又沒有

耐心！你們病人並沒有一而再、再而三地叫她。何況尿不出來，也不

是她願意的；她居然還兇病人，說是騙她。晚上到了十二點，就要病

人不要再叫她，說是這樣會吵到，讓她睡不著。我剛剛一聽到你們對

話，對那看護實在是火大！」了解後，為了安撫老婆的情緒，我說︰

「我打電話告訴這看護的老闆。」但佳蓉要我不要打，因為她擔心看

護被老闆罵。看護進病房時，我馬上付給她一天兩仟元的看護費，請

她馬上離開，不用再來，因為不符合我們需要的協助。看護離開後，

我與老婆聊天，希望安定她的心情。我告訴佳蓉︰「我們遇到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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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去圓滿，只要不再結下惡緣就好。」傍晚，新的看護接手。隔

天下班到了醫院，我輕聲在佳蓉耳邊問道︰「這位可以嗎？」老婆微

笑點頭，於是就麻煩這位看護照顧了。

禮儀社老闆要我回家找找太太以前的生活照，準備製作遺照。從

電腦存檔中，細細看著老婆的照片——今生能娶到你，我真幸運！

感恩同門中陰共修

依《西藏度亡經》記載，常人過世三天半後，神識開始清醒，進

入中陰身。中陰四十九天內，亡者親眷應把握時間，多做佛事功德，

以為薦拔。佛陀開示︰「眾生捨報後，絕大部分均墮入三惡道。」因

此，亡者家屬於四十九天內，應多誦經迴向。依中陰解脫教法導示，

則能使亡者早日脫離中陰恐怖險境，並發大菩提心，契入諸佛強烈光

明，匯歸法界，往生淨土。

為了謹慎保險起見，讓佳蓉究竟離苦得樂，在三天半後，禮請嘉

義助念團為同修舉行中陰助念，引導往生極樂世界。有師兄問我︰「臨

終助念後，你家同修有得到好處嗎？」死亡是人一生最大的考驗，此

時身體的痛苦、心裡的罣礙都會產生極大的作用，故亡者臉部大都呈

現痛苦緊繃。若沒有適時為亡者引導，安心念佛祝福，他就會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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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氣時所感受的境界當中。

助念前後，有拍照紀錄，第一張是同修斷氣後不久拍的，依佛教

方式，全身覆蓋往生被保護，八小時內不觸碰大體，只在旁念佛祝福，

引導往生極樂世界。第二張是助念後準備送回，掀開往生被時拍的，

發現助念後有明顯改善，同修面帶微笑。能面帶微笑，必是得到大家

的祝福；特別是有上師阿彌陀佛的加被，身心放鬆，才笑得出來。隔

天入殮，見到同修遺容愈發安詳——眼睛閉上，嘴巴完全閉合又帶微

笑。

感恩各地師兄的慈悲！有陳華山師兄賢伉儷、林明師兄賢伉儷主

動來到靈堂誦經助念引導，迴向往生極樂；還有鄰近雲林、嘉義、台

南、高雄的師兄到嘉義朴子殯儀館懷恩堂，為同修舉行誦經及助念，

迴向蓮品增上。以前擔任彌陀村村長的鄭喻心師兄也前來致意，於是

就請鄭喻心師兄坐第一排座位。

「學佛不是要沒有分別心嗎？」沒有分別心是針對自己內心，但

別忘了要尊重他人。資深師兄及曾擔任精舍幹部的師兄，必是早已親

近上師，深受薰陶，慈悲心、菩提心深廣。他們對上師的信心是最重

要的，也是我們後學應該學習、尊重的。還記得一次法會後，與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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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時，我們這些年輕的弟子腳程快，馬上擠到上師身邊，結果卻被

上師教訓。師父要我們重視倫理，應該優先讓舍長等幹部及資深師兄

排在上師身旁。上師是分別心嗎？當然不是，我們應深思理解。若不

懂得尊重，其實是我執深重的表現。受到其他師兄尊重時，我會反思︰

「我慈悲心及格嗎？我菩提心及格嗎？我對上師的信心及格嗎？」足

夠受人尊重，心才能安。

往生後法寶全身覆蓋

共修前，高雄分舍師兄在靈堂現場安裝了電視音響，非常專業，

令人讚歎！高雄分舍劉舍長帶領大家先供養虛空中的上師壇城，再恭

請法本。這樣重師重法的行為，對上師三寶信心與恭敬心表現之殷重，

令來參加助念的顯教大德印象深刻 —密宗助念真是不同凡響！持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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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篋印經》咒後，開始以光碟共修由上師主壇的中陰助念。師兄們

在嘈雜的環境中，更表現出不受外在影響的念佛定力。共修迴向後，

由我與大眾分享上師加持的不可思議、殊勝法寶的不可思議。

靈堂設立 上師壇城，24 小時播放誦經念佛

引導安心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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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師兄參與中陰助念

善終是最好的祝福

在朴子殯儀館與隔壁喪家家屬閒聊，得知對方同樣是太太因肺腺

癌往生，也是一樣的抗癌過程，除了服用西藥，還參加種種團體，也

練過養生功法；吃過種種健康食品——牛樟芝、小分子褐藻、憂遁草、

雞角刺草藥，又原始點療法，又心靈課程。不一樣的是，最後腫瘤無

法壓制的時候，對方太太必須一直使用止痛劑，並打入止喘的藥物。

這下我才了解到，癌症病人到最後，並不是每位都能像我同修那樣。

我常問佳蓉︰「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她只搖頭表示沒有。她是不

是怕我難過呢？不是！每班護理師也都問她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她

也搖頭。她真的沒有不舒服，只是沒有元氣，就像花朵般慢慢地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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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相信這是上師大力加持所致，讓她有病無痛。

臨終日是星期六，但在星期四就已非常危急，護理師推來心跳、

呼吸、血氧的偵測機。我觀察到佳蓉已經產生風大分離的現象，呼吸

型態也有明顯改變，只怕是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見狀，我立刻打包

行李，做好準備，也馬上趕工縫製文武百尊咒巾衣，好讓老婆穿上，

避免斷氣後因脫下病人衣服，造成更衣的翻動。這殊勝的文武百尊咒

巾衣，內縫金剛明沙，祈願護送佳蓉一路順風到淨土。這是我第一次

為妻子拾起針線繡衣，佳蓉穿上後，反而穩定了下來，意識保持清楚，

直到星期六才往生。本門的法寶，真是殊勝啊！

斷氣前三小時，血氧降到 60，能沒有昏睡直到呼吸停止，且意識

清楚，護理師說很少見。我相信老婆臨終能身無病痛、心不顛倒、意

識清楚，依恩師智敏‧慧華金剛上師開示的臨終口訣：「眼觀佛像、

耳聞佛號、心中念佛」，祈願接引直到斷氣，絕對是仰仗上師三寶三

根本的加被，使身心都能安頓，達成善終。

回想起來，上師的加持一直都在。雖然有時業力猛烈，勢不可擋，

但在關鍵的時候都有貴人的出現，幫助我們度過一個個難關；也爭取

到兩年多的時間，讓老婆的心態從不願意面對到接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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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時，得知癌細胞已全身擴散，我在內心告訴自己︰「一定

要讓老婆最後一念憶佛念佛，往生極樂！」但一開始我太急了，馬上

告訴老婆佛法，說人生本來是夢的道理（經典記載，有個女人晚上作

夢，夢到結婚生子；忽然所疼愛的獨子患了急症去世了，她非常難過，

哭得死去活來。突然聽到一聲雞叫，醒了過來，這個女人才發現一切

原來是夢）。因為老婆剛接觸佛法不久，信仰不深，對幸福的生活也

還放不下；這時要她相信我們都是身在夢中，她是聽不進去的。後來，

老婆又聽到我向醫生問起虎尾台大醫院是否有安寧病房，雖然我的用

意不是要放棄治療，而是預備將來避免遭受無意義的痛苦，但老婆的

想法卻是負面的。最後，老婆情緒累積到爆發，崩潰大哭說︰「我知

道你都是為我好，但我就是要活下去！這些心理上（佛法知見，例如

要她放下）、身體上（例如原始點療法及其他偏方）的負擔，對我來

說太累了！」知道了她內心的想法，我開始反省思維。我拉著老婆的

手，向她道歉︰「真對不起！我太心急了，我會調整。」接下來，我

觀察老婆當下所需要的 —只要她想做什麼，我都會陪同。不能讓老婆

對我也封閉起來，保持她對我的信任感，這樣才有機會引導入法。

她朋友建議說有處神明很靈，她想要去求神水治病，我陪她去求；

聽說有處算命很靈，可以知道發病因緣，進而調理改善病情，我請假

陪她去聽；她要到花蓮賽斯村上心靈課程，參加許醫師主持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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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假五天，帶小孩陪她去；她要嘗試返老還童功法，參加禪堂走八

卦練功，我請假在家帶小孩；她想要修持腦場懺悔法，我下載製成 DVD，

讓她跟著練習；要吃台中姜醫師的牛樟芝，我買給她吃……只要佳蓉

願意嘗試，我都會陪同，我知道她心想︰「說不一定這是一條活路。」

東奔西跑，一路走來，我不以為苦，只希望老婆將來能聽得進我的引

導。老婆經過種種的努力，心裡也漸漸清楚將來要走的路了，其實就

只有一條路——面對死亡。

後來住院的時候，佳蓉還會幫助其他癌友走出苦境。在標靶藥物

都已產生抗藥性，正在住院治療時，某天我們在醫院交誼廳遇見了一

位年紀略長的癌友。他見外貌也知道佳蓉是癌友，就問老婆說︰「妳

怎麼還能笑得出來？」老婆回答︰「大哥啊！其實我第一年就哭完了。」

這有兩層意義，一是老婆已經面對接受現況，走過了那段淒風苦雨；

二是為了鼓勵眼前的癌友——無論難過或平靜，日子都還是要過下去，

善待自己也是善待家人，只有靠自己走出來，才能從風雨走到天晴。

最後一次住院，我們開始要求住單人病房，但房間有限，安排了

半個月還排不到。在佳蓉往生的前一天，剛好有人出院，空出了一間

單人房，我們就住進去了。有了個人的空間，念佛不會影響到別人；

即使到了臨終，助念出聲引導也不會吵到他人。會這麼巧合，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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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師的加被。

後事為亡者廣做功德增上是很重要的。要怎麼做，才能有真正的

功德利益亡者？以前為了讓老婆心無牽掛，我問︰「心裡還有沒有什

麼擔心的？」老婆說了一句話︰「我最不擔心的就是助念，因為我老

公就是助念團的團長。」她知道我會做有意義的事，因此老婆的後事

沒有燒過一張紙錢。功德也不在花了多少錢，而是以真誠心依法而行，

自己誦經念佛修法迴向。真正的功德是無我利他的善行。治喪期間，

我早晚修持煙供，上供上師三寶，下施六道眾生，並以此功德迴向佳

蓉，普及法界中陰身，悉皆往生極樂世界，蓮品增上。

往生淨土的心靈撫慰

很多人都很關心小孩喪母後的心情調適。兒子請假了兩天，因為

孝子在習俗中的角色是很吃重的。星期三早上去殯儀館前，先帶兒子

正常上學。天曌現任小二的導師霈頡老師，很關心孩子喪母的心情調

適。在聊天中，我向老師說起昨日到雲林台大虎尾分院補辦手續，領

回診斷證明及死亡證明後，與護理長交談的事。回到了安寧病房護理

站，護理長很關心地前來慰問。她看我們父子倆心情輕鬆，可能是在

壓抑悲傷，就把兒子牽到一旁，問他︰「你知不知道媽媽去哪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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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阿長是想幫我們悲傷輔導，我就故作專心寫資料，不介入他們

的談話。兒子聽完阿長的問話，就回答︰「爸爸說媽媽去極樂世界了。」

阿長又問︰「那是爸爸說的，那你知道媽媽去哪裡了嗎？」天曌很肯

定地回答︰「媽媽是去極樂世界了。」阿長接下來又問了許多問題，

天曌直心地一一回答。阿長與兒子交談後，對我微笑點頭；我知道阿

長很放心，覺得沒問題。兒子喪母的悲傷程度很低，其實與身為父親

的我有非常大的關係，因為我從小就教育天曌——生命中的生老病死

是很自然的事。

為了解兒子心裡的想法，以及安慰老婆，我曾帶天曌到佳蓉病床

旁跟他說︰「媽媽為了要跟我們在一起，很辛苦地一直躺在床上打針

吊點滴，很努力地忍受治療的不舒服。如果有一天媽媽離開我們了，

不是媽媽不夠勇敢，而是不得已；但這對媽媽是最好的，因為不用再

受苦了。我們應該祝福媽媽。」孩子不像大人有永別的心態，兒子回

答說︰「我知道媽媽是提早去極樂世界，我們將來都會去的啊！」我

說︰「對對對，我們只是短暫分離而已。」老婆也聽到了，對兒子以

後的調適問題很放心。

我向霈頡老師說明，在天曌的觀念裡，眼前的狀況是很正常的，

所以才沒有太大的悲傷。反而是我們這些大人，認為他喪母應該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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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刻意地悲憫他、想要安慰他，在這種情緒下，他若受到影響，才

可能會改變觀念。話又說回來，假如我們不能接受，又能如何？只是

徒增痛苦罷了。為了引導兒子的思路，太太往生隔天早上開啟懷恩堂

鐵門時，見到遺照已經送來，我就跟兒子說︰「我們都是一體的，當

我們快樂的時候，媽媽也會快樂的。我們要盡量帶給媽媽快樂哦！」

天曌說︰「我們快樂，媽媽就快樂；媽媽快樂，我們就快樂。我們又

快樂，媽媽又快樂；又媽媽快樂，又我們快樂。這樣不就一直快樂下

去？」我說︰「對啊！我們會一直幸福快樂的。」因此，請老師您不

要刻意提起，改變他認為自然的事。若有問題，我們再緊密聯繫。老

師了解情形後，就說知道該怎麼做了。

非常感謝老師第一時間的關心，也感恩護理長細心的關懷。我們

開放地接受大家的關愛，也要繼續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

在永恆裡相遇相知

告別式當天，台北總舍基金會董事長陳聲漢師兄率領師兄們蒞臨，

向大眾宣揚佳蓉的善行，並帶領家親眷屬及師兄們同持六字大明咒，

結行迴向往生淨土，蓮品增上。一場好的佛化奠祭，除了讓亡者得利，

也讓在場大眾深種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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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棺後，準備出發。禮儀社老闆告訴我，亡者放了十天能沒聞到

屍臭，素淨無味，也是瑞相（因為老婆大體不入冰櫃，隔天娘家、夫

家瞻仰遺容後，就入殮蓋棺）。我說︰「不是有用矽利康將縫隙都封

密，才沒有味道嗎？」老闆說︰「就算密封得很牢固，移棺時搖動，

也很難阻止味道些微外溢。」一路到了火化現場，棺木要推進火化爐

的時候，我把鼻子湊近離棺木五公分，到處嗅一嗅，發現真的沒有味

道。

老婆菩薩！您火化所顯出的往生瑞相——觀音疊坐骨及舍利子，

像是告訴我︰「請你放心，我已經往生極樂世界了。」據禮儀社老闆

講，這觀音疊坐骨是脊椎的第一節，也是連接頭顱的軟骨組織，遇到

大火就會化掉，若能保存下來是超越科學的。

告別式後，佛事告一段落，接著準備人事。後天要上班了，隔天

忙著結帳。辦理除戶的戶籍謄本時，「哦！老婆的身分證須繳回，我

的身分證也要重新做一張。」承辦人問說︰「你的身分證配偶欄名字

要改空白，或是還要保留？」忽然情緒又湧上心頭，我馬上說︰「保

留在上面。」承辦人說︰「這樣名字旁邊會加記『歿』字哦！」「沒

問題，沒問題，麻煩您！」我心裡又流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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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式

老婆，妳永遠不會空白而消失的！妳像我人生中的彩虹，雖然出

現短暫，卻因為妳而豐富美滿；也因為妳，讓我對佛法的內涵有更深

刻的體會，八苦中的「愛別離」不再只是紙上理論。妳讓我知道︰「見

苦惱人，不要一味教他應該如何做，而是要有同理心、佛心，視對方

的需求，給與最適當的協助。」

老婆，您是我生命的老師！您親自以生命示現，教會我如何實用

佛法，讓我一輩子受用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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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瑞相 -- 觀音疊坐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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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無盡關懷】

「一念蓮華」在老人醫院的關懷

與實踐

大臺中助念團團長 詹偉強

四年前，佳禎師兄在臺中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的志工隊，

擔任副隊長。在這期間，藉由與老人的相處、交談，發現了今天跟你

談笑風生，述說自己年輕時的小故事的長輩，下次再去卻已經不在了

（已往生），讓人感嘆人生太無常。

因緣際會下，與埔里彌陀村村長鄭喻心師兄閒聊時，談到大臺中

助念團可以在老人醫院辦一場「一念蓮華」生命關懷講座，先讓第一

線的志工服務人員對「生死」這個無論是自己或身邊親友，抑或是普

羅大眾都會遇到的課題，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培養正確的觀念。

鄭師兄提供了一位在這領域具備專業知識的人選——臺北教育大學生

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所長陳錫琦師兄，且很熱心地立即與陳師兄

電話聯繫。陳師兄也馬上接受大臺中助念團的邀請，答應舉辦佛學講

座，主題為「生命最後的成長——一念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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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活動是大臺中助念團第一次的對外講座。彌陀村鄭村長、黃

山明師兄、吳元屏師兄及謝興芝師兄，帶著本門的結緣書籍與結緣品

來共襄盛舉，並提供人力支援。當天，參與此講座的志工全員到齊，

座無虛席。陳錫琦師兄將自身對生死的認識、「一念蓮華」的理論，

以及「臨終助念」的概念，全數精闢地講解給大家聽。講座結束後，

參與的志工對「生死」這個領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並踴躍地向陳師

兄提問；師兄也一一答覆這些問題，圓滿地結束了這次的講座。感謝

陳錫琦師兄專程從臺北遠道而來，與我們共同舉辦這場精采的講座，

以及埔里彌陀村師兄們的支援與參與，再次感恩！

這次講座，也成為開啟後續「一念蓮華」活動的契機與基石。因

老人醫院的每天例行活動琳瑯滿目（包含基督教的福音分享、陶笛分

享、健康操、佛法講座等），而每個月第一個禮拜的周一下午二點到

三點半剛好沒有排活動，佳禎師兄即與院方醫護人員接洽與討論，每

個月在這個時段安排「一念蓮華」的關懷活動與長輩分享。活動內容

包括︰引導念佛，講解念佛的目的、好處，與告訴他們在念佛時應如

何發願及迴向。

原本每個月禮拜三在醫院舉辦佛法講座的出家師父，因車禍受傷

住院無法再繼續，於是院方醫護人員與我們接洽，希望大臺中助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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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排出時間，在這個時段接續出家師父的講座。除了末學之外，大臺

中助念團每個禮拜三早上還出動了陳頌堅師兄、陳佳禎師兄及陳麗菊

大德，一起前往老人醫院進行關懷。活動包含︰

一、健康操。練習十巧手，每做一次就念一聲「阿彌陀佛」。有

些老人家行動並不是那麼方便，醫院志工也會在旁幫忙，十分感謝他

們的協助。

二、介紹阿彌陀佛的殊勝功德。告訴長輩們，身體健康的人念持

阿彌陀佛，將佛的悲、智、力、願融入於生活的言行思想中，以阿彌

陀佛淨土為歸宿，就可以開展我們無量光明的生命；身受病苦的人念

持阿彌陀佛，因阿彌陀佛是大醫王，故依靠阿彌陀佛無盡慈悲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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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消業除障，令疾病快速痊癒，健康長壽，身心安樂。此外，並帶

領他們一起持誦「阿彌陀佛」聖號，將功德迴向法界一切眾生，同生

西方極樂世界。

三、講故事。陳頌堅師兄向長輩講述了很多念佛往生的故事，增

加老人們對阿彌陀佛的信心，以及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願力，內容包

括陳師兄為自己父母親助念的瑞相感應。

活動到現在已經持續舉辦五個月了。至今，老人家星期三早上見

到志工們就會問︰「今天師兄會來講阿彌陀佛喲！」或是「師兄來了

嗎？」從本來參加活動的 10位，到現在共有 28位左右的老人參與，

給予我們高度的肯定與信心。感恩傳承上師三寶三根本的加持，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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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每次都能順利圓滿！

一切成就來自上師，一切成就用於度生，弟子無時不以恩師的教

誨為人生旅途上的依靠。恩師常言︰「度眾生要如水銀瀉地，無孔不

入。」只要是眾生需要的，我們也可以做的，就要盡力去完成，所謂

「施比受更有福」。幾十年來，仰仗恩師的無上悲願，「一念蓮華」

的加持力，遍滿世界每一個角落；「一念蓮華」的精神，挹注在每位

弟子的心田。我們時時刻刻灌溉有緣眾生的心靈，也耕耘著心裡的這

片福田。

最後，感謝臺中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老人醫院的醫護人員，給予我

們舉辦關懷活動的這些機會，並予全力支持和協助。感謝本門師兄陳

錫琦教授、埔里彌陀村師兄們，以及大臺中助念團參與活動的所有師

兄們，使我們每次活動都能圓滿達成。

大圓滿、大吉祥，唵阿吽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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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無盡關懷】

岡山吉園大吉座共修感言

趙文圻

人生無常迅速，應當解脫三界的輪迴痛苦。外在的世界有成、住、

壞、空的過程，內情眾生有生、老、病、死的過程。在無量無數的生

死輪迴中，眾生彼此之間曾經建立過父母、子女和敵友、親屬之關係，

這已經是無法去統計其次數了。

我們這顆心是多麼愚鈍和無知，一直受業力所主宰，成了因果業

力的奴隸，並且隨其業報墮入六道輪迴中，受了無盡的痛苦。更是可

悲可憐的 —愚痴之心，還視輪迴痛苦為快樂，誤把住在輪迴痛苦的命

運看成了美好的人生。

我們都是飽受出生、成長和疾病、年老的痛苦以後，還要再去面

對死亡這更大的痛苦。死亡的怨敵，早就在分秒必爭之間，和我們開

戰了；生命的賭桌上，我們勢必將輸光的，終究會被死魔消滅。從此

時此刻算起，也許不過百年時間，現今生存的人們都將不復存在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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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了！

從體悟輪迴如夢幻一般，用佛法來破除迷妄和執著，把生、老、

病、死等痛苦化為解脫輪迴的動力，把一切苦樂都改變成增上福慧的

功德——內生微妙大樂，外變苦樂為友。

清明時節是慎終追遠，祭拜祖先，報答深恩的時候。想要報答無

始以來如父如母有情的深重恩德，應當為其讀誦佛教大乘經典，並在

佛前觀想，為其懺悔一切罪愆，至誠皈依，供養三寶。如此行善，修

增福慧資糧，救拔先亡離苦，庶幾可謂至孝報答親恩。

「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是學佛修行的宗旨。因此，

在二０一八年三月廿三日與何王秀理師兄前往岡山吉園大吉座，為亡

者臨終助念之後，我忽然靈光一閃，想及清明節似乎可在此共修，以

利益九幽十類眾生。於是，我向吉園服務人員洽詢，並說明希望能與

經理面談之請求。後由服務人員引薦，與吉園劉筌經理商討共修事宜，

當下即獲劉經理歡喜應允。我隨後即告知高雄分舍舍長劉明政師兄，

決定共修日期及時間，並請常住師兄及助念專線師兄告知高雄分舍本

門師兄及大德，希望大家都能盡量撥冗參加的訊息。經過協調，陳銘

欽師兄和楊金偉師兄於三月卅一日下午三時，前往吉園大吉座布置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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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電視語音播放系統；也由於大吉座處長的協助，讓師兄們很順利

地完成場地布置。四月一日星期日早上九時卅分，由舍長劉明政師兄

帶領，師兄們開始正式共修。法會中，師兄們一齊獻曼荼羅及八供，

恭誦《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共修《中陰助念

導示教法》，依《菩薩懺罪文》禮拜三十五佛，恭誦〈地藏菩薩本願

心要頌〉及地藏菩薩聖號，並持咒、遶塔。共修至中午十二時圓滿，

迴向情器世間諸善妙聚，大圓滿、大吉祥。

諸修行功德中最勝者，莫過於讓人聽聞佛法。如《華嚴經》中〈普

賢行願品〉所云︰「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佛法能使眾生

癡闇消、慧眼明、見佛性，出生死海，生安樂國，成就無上菩提。由

此可知，法供養功德無量無邊，難以算數譬喻。

在此，至誠心發願︰

有緣皆同學佛、共修之師兄及大德，我們的努力不會枉費，祈願

在彼此的辛勤付出、不辭勞苦之下，內心利樂自他的甘露法水，永恆

遍灑盡虛空法界。微妙願心就如同如意寶珠一般，圓滿智慧光，覺照

恆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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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無盡關懷】

「生死自在的樂章」講座報導

編輯室

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董事長陳聲漢師兄致詞

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於二０一八年七月七日，

假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舉辦一念蓮華生命關懷「生死自在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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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約有二百位學員參加，分別來自各地醫院的志工、教師，

以及關注生死議題的社會大眾。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陳聲漢居士、中華佛教居士會理事長王艾居士，以及財團法人臺北市

艋舺龍山寺副董事長黃書瑋居士，均出席參加。

陳聲漢董事長開場致詞時，向大眾勉勵︰「人身非常難得，一定

要珍惜。我的兩位恩師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提醒我要『念死無常』。

有生必有死，生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生死無常、不求了脫生

死。……平常修行，導歸極樂，有四個口訣︰『眼觀佛像，耳聞佛號，

口念彌陀』，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返聞自性念佛；『願求極樂』，

當下即極樂，安住極樂。把要去極樂世界的條件，作為平常的修持及

準備功夫。……依《佛說阿彌陀經》所說，往生極樂『不得少善根、

福德、因緣』，故平常應多行十善，廣種福田。而最大的福田，莫過

於幫助臨終者臨終最後一念憶佛念佛，願求極樂。諾那．華藏精舍助

念團全省有十五個助念團，歡迎大家一起來做利生成佛、成菩薩的工

作！」龍山寺副董事長黃書瑋居士也鼓勵大眾，念佛並非消極之事，

而是積極地瞭解生死問題，藉由念佛法門提起正念，達到自在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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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寺副董事長黃書瑋博士致詞

大悲學苑德嘉法師演講「生命的臨終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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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勇總幹事演講「佛教生死關懷與淨土、中陰教法」

嘉義助念團團長蔡爾高師兄演講

「從親人往生實例探討臨終關懷與往生助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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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邀請大悲學苑的臨床安寧宗教師德嘉法師，為大眾分享《生

死奧祕︰十六個生命的靈性對話與臨終學習》一書。德嘉法師說明出

版本書的緣起，並問︰「『安樂死』與『安寧療護』有何不同？」法

師的結論︰「安寧療護做得好的地方，不會有安樂死的聲音。」法師

長期在醫院關懷，看過不下數千場的生離死別，每次詢問大眾的問題，

總是發人深省︰「大家覺得安樂死通過之後，這個社會的痛苦就會減

少嗎？」「活著太痛苦，所以去安樂死，請問這樣能夠善終嗎？」「安

樂死是表示人對死亡很灑脫嗎？」該如何做，才是對病患最好的呢？

法師進一步說，會安樂死的人其實是很怕死的，但更怕的是死亡一天

天逼近的極度恐懼感；因為不想承受這種感覺，所以寧可選擇快快了

斷。以佛教的角度來看，帶著恐懼不安的心情結束生命，只能在六道

中繼續輪轉，當然不是善終。法師仔細地分析了「安寧療護」與「安

樂死」的差異，幫助大眾建立正確的生死觀念。

接著，法師拋出幾個問題︰「如果你要死了，你覺得在怎樣的環

境及條件下，你是善終的？」「你覺得自己要得到哪些協助，才是善

終？」法師分享了一個案例︰某病人罹癌已經六年，躺在床上奄奄一

息，卻還在做標靶這一類積極性的治療。法師說︰「這時法師去關懷

有用嗎？是沒有用的。其實很多時候的關懷，首先是要進行醫療層面

的溝通，要用此刻最適合病人的醫療方式，才能對病人有即時的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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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身、心、靈三個面向，首先身體上要舒緩，才能走入心理、靈

性層面。」

法師繼續介紹書的架構，以及多個經典案例。例如︰在關懷一位

阿嬤時，怎麼跟阿嬤說要「憶念彌陀」呢？當時，法師看著阿彌陀佛

接引圖跟阿嬤說︰「現在我們陪著您走，走到最後。有沒有看到阿彌

陀佛的手呢？未來，就由阿彌陀佛牽著您走哦！之後阿嬤看到我來，

就會伸出手來。」法師的善巧引導，讓全場聽眾都會心一笑。法師也

說明每個案例都有其獨特及錯綜複雜的家庭因素，因此一定要事先瞭

解並觀察病患的情況；如果未經觀察與瞭解，直接將所學的關懷技巧

用在身邊的案例上，恐怕會出現反效果。

法師一直殷切鼓勵大眾，透由多年的臨床經驗，最大的財富就是

今天學習「安寧療護」之後，回去跟您的家人傳達這些觀念，讓他們

了解。如果等到最後一刻要做醫療決策時才知道，這樣都為時已晚了。

下午，由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總幹事丁志勇居士，介

紹從顯密淨土法門掌握臨終與中陰時期的往生關鍵。丁總幹事首先透

過《西藏生死書》中喇嘛左頓面對死亡時的信心，以及一位平凡的居

士帶著笑容往生的案例，來傳達「生命的終點，正是無限希望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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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並介紹為何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可消除面對死亡的恐懼與不安。

藏傳佛教中陰救度法闡述，當身體的外分解（四大收攝）與內分解（識

入中脈）結束之後，就是真正死亡的時刻。這時，應當如何掌握這最

後的一念呢？專注在這一念，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就是最重要的關鍵。

丁總幹事也轉述圓覺宗慧華金剛上師的開示，當自己感受到四大

消融的某幾個境界時，自己五官的功能也漸漸失去，慢慢就要沒有知

覺。但是那個聽覺，聽的聲音還聽得到，聽到家人的聲音；但是聲音

輕輕的，越來越遠，越來越輕微細弱。這個時候，就要曉得這就是自

己要捨報的時候了。這個時候，一定要曉得非常要緊、關鍵的「最後

的一念」快要到了！世間一切都不要擺在心上 —父母、子女、眷屬、

財產、名譽、權勢、地位……什麼都放掉，專注這一念。怎樣累、怎

樣沒有氣力，都要堅持念「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聖號，祈求

佛菩薩來接你往生淨土，你就一定往生極樂世界。臨終往生淨土的三

個要訣是︰一、眼觀或心想佛像，二、口念或默持佛號，三、一心發

願往生淨土。

接著，丁總幹事介紹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對亡者斷氣後八小時

之內的導示要點——如何引導亡者放下娑婆，專注在「阿彌陀佛」這

一念。此外，對人往生後四十九天的中陰時期所會顯現的景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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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須採取的應對方法，都有簡明扼要的介紹。最後，丁總幹事以三點

「往生淨土必成精要口訣」，圓滿講題︰

一、世間是幻，什麼都帶不走。臨終或捨報後須完全放下，全心念佛

持咒，方能蒙佛接引。

二、中陰期一切境界皆是虛幻、是夢，不是真的；須不取不捨，一心

念佛持咒。

三、佛的光明非常強烈，有如百千顆太陽那麼強烈。由於中陰身已無

質礙色身，故只要心想投入佛光，或自己當下祈求接引，即能往

生淨土；惟暗的光不可去，一去就會墮入輪迴，受苦無量。

下午的第二堂，由諾那．華藏精舍雲嘉助念團團長蔡爾高居士，

分享自己陪伴最愛的另一半面對病苦及死亡的親身經驗。蔡團長說︰

「男生總是比較堅強，尤其自己又是助念團的團長，於是開始引導太

太要願求極樂。」沒想到，卻引來太太崩潰大哭，跟他說︰「你不要

跟我說『世間都是夢幻，要求生極樂』這些事！我就是要活，我就是

要活！」才四十幾歲的人，她當然不願意死。面對太太，蔡團長深自

反省，開始試著瞭解太太當前的需要 —無論什麼秘方、課程、療法，

只要太太一句話，他就陪伴太太去嘗試。最後服用的標靶藥一顆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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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四千元，每天要吃一顆，他也支持太太服用了八個月。經歷了二

年的時間，就在醫生宣布病況產生抗藥性，太太真正接受了病情已不

可逆的狀況下，終於住進安寧病房。蔡團長描述︰「太太真正明白了

我是如此愛她，不惜一切滿足她活下去的願望，所以現在她也願意聽

我的話，願意往生極樂世界。」

在太太捨報前的最後三十分鐘，蔡團長引導她放下娑婆萬緣，一

心求生極樂。蔡團長描述當時的情形︰

我問她︰「有沒有在想什麼？」因為身體早已十分虛弱，她只能

點頭搖頭示意。母親對孩子是最執著的，我就先問重點︰「有沒有在

想兒子？」老婆搖搖頭。此時，我放心了大半，因為其他都是小事了。

老婆與娘家的弟弟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感情很深，於是

我問︰「那是在想娘家的事嗎？」她也搖搖頭。

我問︰「那是在想我嗎？」她竟然點頭。我想我應該知道她心裡

的想法，我說︰「妳是不是要謝謝我……？」她又點點頭。我知道在

老婆發病這兩年多來，我的努力與陪伴帶給她安身、安心的感受，她

點滴在心。

接下來，我向她說︰「我很感恩妳嫁給我，帶給我幸福，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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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這麼乖的孩子。妳對我們蔡家是有恩的。」

我叮嚀她︰「老婆，妳有沒有念佛？要跟著我念佛哦！」「老婆，

我很感恩妳，謝謝妳帶給我幸福！我很愛妳，希望我們相約淨土再聚。

只有在極樂世界，我們才能相遇；如果在六道輪迴，相見也不相識。」

「在妳心中只有一個念頭 —希望阿彌陀佛來接我，我跟阿彌陀佛的佛

光融合為一。以後妳要跟著阿彌陀佛來接我哦！」

這時，太太已無法說話，只能勉強擠出氣音，很用力地說︰「好！」

最後，蔡團長的太太放下了執著、罣礙，處於感恩的心，注視著阿彌

陀佛聖像，在佛號聲中安詳捨報。透由「一念蓮華」生命關懷，蔡團

長幫助了自己摯愛的太太往生極樂。

經過全天的學習、分享之後，司儀請在座的學員們踴躍填寫問卷，

心得回饋，以協助提供未來講座的規劃方向。學員們反應熱烈，咸感

收獲良多，並有許多學員表示希望未來能夠更深入地參與安寧療護訓

練，以及實際參加助念團培訓。不只眼前的學習，「一念蓮華」生命

關懷講座也啟發了人們面對生死的新思維；更提供了方法，幫助自己

也幫助身旁的親友，進一步達致生命整體的圓滿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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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智工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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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閉關中心「次第精進閉關」課程公告

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明師難遇，密法難逢。｣古有云︰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二位上師雖已圓寂多年，但師父之精神與

加持，卻無時無刻在具信弟子的心中與頂上，不曾或離。上師開示︰

「我們圓覺宗會有很多弟子成就！」唯有經常閉關實修，方克達此目

標。

師父又開示：「唯有自己修持得好，才能面對一切變化與逆境，

仍能持有一顆覺醒、安詳、慈悲的心，不為外境所轉，並有餘力去幫

助一切需要幫助的眾生。

在此，特別勸請於本門各地精舍及助念團服務的幹部師兄，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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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時間進行短期閉關，定期入關精進專修。

埔里閉關中心將於近期安排｢二日次第精進閉關｣，依照師兄修持

次第，規劃「皈依」、「簡修」、「專修」、「心要」四種閉關課程。

歡迎師兄踴躍報名參加，一門深入，奮發精進，以報師恩於萬一。

【壹、時間表】

2018年 7月至 9月

皈依（第一週六、日）7/7~8 8/4~5 9/1~2

簡修（第二週六、日）7/14~15 8/11~12 9/8~9

專修（第三週六、日）7/21~22 8/18~19 9/15~16

心要（第四週六、日）7/28~29 8/25~26 9/22~2

【貳、申請手續】

請於閉關前十日，於所屬分舍（助念團）填寫閉關申請書（並加

註本人聯絡電話），請舍長（團長）簽字後，傳真至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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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65-3313，以利提早準備。

【參、申請資格】

1.已皈依之本門師兄。2.身體健康，無傳染病。

＊入關前，身心應適當調整，並充實修行知見，萬緣放下。

＊請於星期五下午 6點前入關。

【肆、其他】

為避免影響其他師兄，於閉關期間，若有未受過同一次第法之師

兄，早晚共修地點將安排在關房小佛堂，或視參加人數而機動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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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程表】

時間 皈依 簡修 時間 專修 心要
05︰00~05︰20 盥洗 05︰00~05︰20 盥洗
05︰20~05︰50 三十五佛禮懺文 05︰20~05︰50 三十五佛禮懺文
05︰50~06︰20 休息 05︰50~06︰20 休息

06︰20~07︰40

共修大白傘佛母念誦

法

發菩提心義訣

06︰20~07︰40

共修大白傘佛母念誦

法

發菩提心義訣
07︰40~09︰30 早餐 & 休息 & 出坡 07︰40~09︰30 早餐 & 休息 & 出坡
09︰30~09︰40 經行持咒 經行持咒

09︰30~11︰40

觀看上師

專修法光

碟後自修

( 期 間 自

行安靜休

息 20 分

鐘)

觀看上師

心要法光

碟後自修

( 期 間 自

行安靜休

息 20 分

鐘)

09︰40~11︰40

首日觀看

「閉關開

示」、

「傳法光

碟」自修

四皈依

首日觀看

「閉關開

示」、

「傳法光

碟」自修簡

修法

11︰40~13︰30
午餐及休

息

午餐及休

息
11︰40~13︰30

午餐及休

息

午餐及休

息
13︰30~13︰40 預備上座 預備上座 13︰30~13︰40 預備上座 預備上座
13︰40 ~13：50 經行持咒 經行持咒

13︰40~16︰40

自修專修

法

( 期 間 自

行安靜休

息 20 分

鐘)

自修心要

法

( 期 間 自

行安靜休

息 20 分

鐘)

13︰50~15︰10
自修四皈

依法

自修簡修

法
15︰10~15︰20 休息 休息

15︰20~16︰40
自修四皈

依法

自修簡修

法
16︰40~17︰40 盥洗 盥洗 16︰40~17︰40 盥洗 盥洗

17︰40~19︰30
晚餐及休

息

晚餐及休

息
17︰40~19︰30

晚餐及休

息

晚餐及休

息

19︰30~21︰00
自修四皈

依法

自修簡修

法
19︰30~21︰00

自修專修

法

自修心要

法
21︰00~22︰00 自行利用 自行利用 21︰00~22︰00 自行利用 自行利用

22︰00~ 就寢 就寢 22︰00~ 就寢 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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