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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華金剛上師簡介

民國十九年生於江蘇泰興，六十二年皈依密宗大成就者蓮花金剛藏聖

者，蒙祖師傳授諸佛心印，並印證為明心見性，度母觀音即身成就者。

六十九年開壇弘化，為圓覺宗第七代法嗣，法雨遍灑，悲願深宏。皈

依弟子數萬人遍及海內外，七十四年起以「觀音超度法」廣度六道有

情，凡經師專壇超度之亡者，無論罪業深淺，火化幾乎均獲五色舍利

子，並有種種瑞相，顯示亡者往生極樂淨土，深受海內外顯密大德之

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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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度母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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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凝嚴動鼓醒群迷； 妙端振鈴救沈淪。』

上慧下華金剛上師一身兼長紅白二教的數種度亡超度大法，所超度的對

象，是所有已知宗門中範圍最為廣博的：不論亡者死亡多久，或是距

離多遠，也不論是已落在那一道的祖宗先人，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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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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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慧下華金剛上師超度功力不可思議，非只受到專壇超度者能燒出舍利

子，某些亡者若宿緣成熟，則有時僅只是灑上少許金剛明沙，也能燒

出不少舍利；慈威功德真實不虛令人由衷嘆服！

金剛砂 張慈恭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楊清金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鄭有勝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周金輝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周亞民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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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超度 往生極樂

火化舍利 功德無量

高貴佛師兄之父高黃木水經慧華上師超度後火化舍利子

（其中有四顆銀色）（中間有透明之舍利）

台南分舍副住持王秀佛師兄經上師超度後火化舍利子

智敏上師與台南弟子共同檢視舍利子

張雲錦居士經上師超度後火化舍利子

（完整頭骨舍利）（透明、銀色、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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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助念聯絡電話

地區 道場 地址電話

台灣

台北

總舍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63 號 14 樓

TEL：02-27641117

FAX：02-27653313

助念專線

（ 24 小時出

動）

TEL：02-27633733

行動電話：0912-473000

高雄

分舍

高雄市博愛一路 391 號 12 樓

TEL：07-3112822

FAX：07-3115160

助念專線

（ 24 小時出

動）

TEL：07-3236043 / 0963-711-290

台中

分舍

台中市五權路 1-67 號 13 樓

TEL：04-23750930

FAX：04-23752250

助念專線

（大台中地

區）

TEL：04-23765223

行動電話：0933-19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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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分舍

台南市林森路一段 158 號 6 樓

TEL：06-2894000

FAX：06-2674521

助念專線

（ 24 小時出

動）

TEL：06-2689187、2892253

埔里

分舍
南投縣埔里鎮中心路 49 號

TEL：049-2995721

助念專線
TEL：049-2983179

行動電話：0939-943413

台東

分舍
台東市正氣北路 215 巷 3 號

TEL：089-355706

助念專線 行動電話：0937-609109

花蓮

分舍
花蓮市商校街 262 號 7 樓

TEL：03-8331098

助念專線
TEL：03-8321751

行動電話：0921-863-257

新竹

分舍
新竹市和平路 142 號 12 樓

TEL：03-525-3099

助念專線
TEL：03-5281321

行動電話：0925-222897



10

桃園 助念團
TEL：03-4636442

行動電話：0921-628973

屏東 助念團
TEL：08-7327273

行動電話：0919-702968

嘉義 助念團
TEL：05-2369991

行動電話：0939-008135

雲林 助念團
TEL：05-5347895

行動電話：0927-238243

宜蘭 助念團 TEL：03-9334319

南投 助念團 行動電話：0934-348204

玉里 助念團
TEL：038-980369

行動電話：0933-487070

苗栗 助念團 行動電話：0925-955722

美加

紐約

分舍
218 Broad Av. Apt#4B, Leonia, NJ

07605, U.S.A.

助念
TEL：+ （1-201）-444-4826、（1-908）

-656-5204

丹頓 閉關中心 1523 Highland Park Road, Denton, Texas

76205,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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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940）-243-3110

休士頓 分舍 TEL：0021-（214）729-6666

達拉斯

分舍

610 Old Campbell Road #104 Richardson,

Texas 75080 U.S.A

TEL：0021-（214）729-6666

助念
TEL：+ （1-972）-495-2762

行動電話：（1-214）-543-1006

洛杉磯 法寶流通處 行動電話：+（1-626）-512-0452

多倫多 分舍

Suite 602,3950 14TH

Avenue ,Markham,Ontario

Canada,L3R-0A9

TEL：+（1-905）-944-9010

東南亞

馬來西

亞沙巴

分舍（九如彌

陀村）

Lot 19, 1st Floor. Grand Industrial

Phase II. Jalan Bundusan. Penanpang

89580 Kota Kinabalu. Malaysia

TEL：+（6-08）-872-9972

FAX：+（6-08）-872-8872

香港
分舍

（助念同）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 1號 漾日居 6座 38

樓 A

TEL：+（852）-2390-2978

行動電話：+（852）-9380-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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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為了利益亡者

為了讓亡者真正離苦得樂，往生淨土，期願亡者家

屬、善信大德，能撥空逐一探討以下論述，並進而

為亡者做最妥當的措施。相信惟有令祖先親人脫離

歸迴之苦才是真正大孝。

※善信大德可針對最迫切需要瞭解的內容先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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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念與超度之區別

助念，是幫忙人們在呼吸終止的前後，將神識由迷茫傍徨中，指

引出解脫方向的一種行為；主要是由一群熱心的學佛人士組成，集群

體力量，在生命微弱，最需要關注的時刻、傾力相救。藉著佛菩薩的

願力，接引亡者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們不分晝夜，不分貧富，以一

份清淨無染的心，為苦難亡者助念；不收分文，不計名利，一切只為

了一顆焦慮，迷茫的心靈，能就路返鄉，回歸本來清淨快樂的佛城，

他們來自社會各階層，為嚮應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的號召，

成立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秉持著熱忱理想為大眾服務，多年來，受

助者，已獲廣大迴嚮。超度，則是藉上師的光明証量，匯諸佛菩薩大

悲願力，直接超薦亡者神識‧靈魂‧脫離輪迴，迅生極樂光明淨土的

最佳途徑。其功德威力不可思議，是佛力超昇至最高境界的展現，是

光明與智慧昇華所成的慈悲；在法界輪迴中，如一班飛馳的電車，載

著無量中陰身，飛奔諸佛剎海、蓮華朵朵、九品往生。

助念面對著是亡者的色身（肉體），且必須親至亡者陳柩處；超度

則不論亡者逝世多久，或淪生他道，或屍骨不全或客死他鄉，皆得蒙

上師悲願功德力，加持亡靈，消除夙業，頓見本來，得以超越時空，

化生西方。助念對亡者而言，功德甚大，超度則萬無一失，萬修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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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兩者兼施是最穩當的方法，「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

在臨終的最後，助念與超度將是最好的選擇。

※有疑惑不瞭解的地方，歡迎隨時與助念團聯絡，我們將竭力為您解

答。

為讓亡者培植無上福慧功德，專壇超度功德金每位訂為五萬元，

全部用於弘法及印贈法寶，經書，十方來，十方去，點滴不落空，一

切功德皆迴向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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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亡者為何需要家屬為其請求超度

死亡是有情終必面對的境界，幾乎所有的生命對死亡都有著極大

的恐懼。尤其對人類而言，死亡意謂著失去一切，單獨赤裸裸地面對

一個未知的世界。在世間時他所擁有的一切名譽、財富和所愛的人，

此刻都無法再支持他和幫助他。

但是，如同眾所皆知的，死亡是有情眾生，遭受的極大痛苦之一。

不但身體要忍受四大分離之苦，心中若對世間的一切執著不放，心靈

的痛苦往往較身體所承受者更大。再加上中陰境界中有種種昏亂、恐

佈的情境和景象，若非有相當禪定修持者，是否能在極大的痛苦和業

境逼迫下以清明的智慧來觀照生死的虛妄，即使是佛門的修行人，恐

怕亦非容易；更何況一般人，幾乎祗有隨業輪轉，而再生為人之機會，

可說是微乎其微。佛經上亦曾以大地微塵喻人死後墜入三惡道之數量，

再生為人者僅有一指甲土那麼微少。

因此，依賴真正具修持之成就者，於人死後七七四十九天或久亡

先靈，加以超度、明示，使其當下勘破生死幻相，匯歸法性或往生淨

土，無論是往生諸佛剎土或是禪定解脫，直接匯歸毘盧性海，都可在

死亡及中陰的四十九天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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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論亡者是否為佛教徒，或是對佛法已有某種程度修持者，

實在均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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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何以要請真正成就者來為亡者超度？

有生必有死，死亡是一切有情一期生命結束終必面對之情境。然

死並非完全歸於空無斷滅，以業力深植藏識，眾生依生前所造善惡業

之趨力而繼續在六道輪迴，祗是換一形體，苦惱依舊。昔日釋尊弟子

問釋尊人死復得人身之機會幾何？釋尊以大地土譬喻，復得人身之數

量祗如爪中泥，而墮入三惡道者竟如大地土，聞之令人心驚！

依佛經說，人死三日半後復甦，成為中陰身，中陰身最長可達四

十九天，在此期間神識徨恐飄盪，無所依止；復有種種恐佈境界現前，

最後見到男女交合，牽動欲習，附身參與而於剎那間入胎。出胎或者

為畜牲馬牛；下焉者墮入蛆、蟻之流；乃至地獄，餓鬼道受種種苦。

彼等為人身時或為達官貴人，權傾一時；或為富豪、窮極奢華；乃至

英雄競其才智；美人備受寵愛，皆不能免於一死，一旦墮於三惡道，

萬劫不復人身，豈不悲哀！因此請具修持之法師為亡者修超度，方期

使亡者不墮入惡道，是絕對需要做的。

然而超度法師之修證境界實與亡者是否能往生極樂佛土有極大的

關係，藏密相傳未至見道位不能修超度法；並認為能以大慈力鈎攝亡

者神識，拔度往生，非初地以上菩薩不能成辦，可見藏地大德頗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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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超度法殊為不易，然推其原因，乃是因為：

㈠中陰身皆具神通，且於眾苦交逼境況下急待具清淨律儀真實功德者

救度，超度法師若修不如法，或無悲心，亡者得不到真實利益，反

生瞋惱而致下墮，則法師與亡者皆成罪垢。又亡者在中陰身受業風

吹逼，四處飄盪，如何鈎攝其神識至超度法壇，令彼安住？法師若

無證量，又如何能為亡者開示究竟了義法要而無錯謬？如何有能力

加持亡者三業，令他清淨？由此可見，若無證量而行度亡，如盲行

險路，鮮有不仆跌者。

㈡密宗度亡，同時超度六道。非得道者，不足為之。因超度時需破地

獄門，救度三惡道眾生，此類非人，魔障纏身，若無真實修證及傳

承加持，無能度之，反而貽害。俗云：「請神容易送神難。」故麥拿

尊者亦云：「不到見道位，不能度生。」

故祖師一再警示：若未證得空性，縱然具有得見中陰身之眼通，

仍不可行度亡法，今觀世人，不知死後玄機，僅按一般習俗，將親人

屍身送入殯儀館，哭啼吹打一番，草草收殮，使亡靈錯失最後得度良

機，流轉六道苦海，於心何安。我佛弟子，應知生死事大，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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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殊勝的圓覺宗度亡法

超度就顯教而言，往往是為亡者持誦大乘經典，或是大悲咒、往

生咒；以及放焰口、大悲懺、梁皇懺等等。而就密宗而言，雖然各宗

各派均有超度法，且各具效驗；但以紅教超度法之殊勝，長久以來一

直受到極高之讚美與肯定。但是就密宗而言，除了法的殊勝，尚須配

合傳承法流之加持，以及超度法師本身之證量功德才更為有效，何以

故？因為密宗任何成就端賴上師本尊悲願加持力、法界體性無礙之智

力及行者本身悟修持證功德力，必須三力圓融，一切自證化他功德事

業纔能成就。

本門圓覺宗之大超度法屬紅教無上智之傳承，由民國以來密宗即

身成佛大成就者諾那活佛傳第六代華藏祖師。華藏祖師住世時，因見

第二次世界大戰，死傷遍野，有情因戰禍而死者，不可計數，祖師生

大悲愍，乃長期修「阿閦如來大超度法」四十餘年，圓滿萬壇，六道

有情因之而生西方蓮華中者，如恆河沙，無量無邊。華藏祖師乃大勢

至菩薩應化身，終身修阿閦如來超度法，實亦因為華藏祖師對於密宗

蓮華、金剛兩部密法有其特別因緣，而華藏祖師超度法感應道交處，

例如民國四十九年赴美弘法時，於舊金山修超度數壇，竟可使請求超

度者親睹先靈入壇，而與之通話；又聞昔日祖師於香港每日修超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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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天眼者親見六道亡靈受度者遍滿整個太平洋海面，六道亡靈擁擠海

面惟見頭臉重重疊疊，不見邊際，華藏祖師曾云大超度法乃是三千大

千世界齊度，由此可知祖師一生超度萬壇所度有情數量簡直難以想像。

而本門第七代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承華藏祖師之悲願，自七十四

年清明節後開始長期專壇修「觀音度亡法」以來，殊勝的感應亦是不

斷，尤其不可異議的，凡經上師超度之亡者，無論生前是否修習佛法，

罪業是否深重，火化後均獲百顆七色舍利子或舍利花。佛法之平等大

慈，圓覺宗無上密法之殊勝，在此表露無遺。

故上師開壇超度以來，殊勝瑞應不斷，數百位以上有火化得五色

舍利、面容轉慈、全身柔軟……等瑞相者。門人雖未一一加以記錄，

然僅就曾刊載於「華藏世界」之數則，已足以彙輯成冊，令聞者讚歎！



21

七、慧華金剛上師度亡實例

自從上師長期超度以來，殊勝之感應不斷，所度亡靈亦無量無邊。

早期之專壇超度因亡者皆未採取火化方式，故雖有種種瑞相，舍利則

無從取得。但自去年開始，請求 上師專壇超度者多將遺體以火化方

式安置，而不斷發現舍利瑞徵， 上師超度之功德至此更有明顯而為

凡夫肉眼可以辨認之表示矣！雖然諸佛入世本是如如而住，然為令眾

生於佛法起深信故，亦不妨如幻而顯。故而在此本稱讚如來功德海之

旨， 上師超度以來之種種殊勝感應，擇其大者披露於下，以啟同修

之淨信。

㈠七十四年年初遠航空難飛機墜海事件，相信眾人印象猶新。當時 上

師本著悲心自動要為空難眾人專壇超度。同時適巧其中有一死難亡

者之兒子，於空難發生後，由同門介紹至台北總舍懇祈 上師為修

專壇超度， 上師大悲流露，當下應允與其他受難者一起超度。超

度法會中，亡者之子親見亡者數十人，呈燒焦人體狀躺在出事地點，

頓時焦體全消。均坐上蓮花座。半空中出現蓮花數十個，亡者均飛

往蓮位向西方飛去。最後於超度法會將圓滿時，亡者兒子心生快樂

心、歡喜心，而與其同來之女友卻無感覺，在超度過程中 上師見

其子感應交道，所供食品器具忽現廣大琉璃寶盤狀滿盛飲食勝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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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真是十分難得。

㈡中元為盂蘭盆節， 上師悲憫六道眾生倒懸之苦，水深火熱，故去

年中元於台北總舍，連續三天，帶領弟子修觀音度亡法。台中有位

何美佛師兄，亦於第二天特地趕到台北來參加法會。

何師兄天生眼通，能見人所不能見，法會結束後，何師兄突然長跪

上師前，向上師報告她超度法會中所見，原來眾人眼中所見約四、

五十坪大的台北總舍，在法會中從何師兄眼中所見卻成為一極廣大

之七寶琉璃塔，浮懸於空中。共有八個大門，旁有兩個小門，無可

計數之六道眾生排隊整齊從八個大門魚貫進入聽法。進不來而祇好

在外面聽法的，更是無量無邊。空中尚有無數天龍八部，擁護圍繞，

共霑法益。

法會中， 上師於寶座上顯現與佛不二之光明身，為眾說法，令六

道有情離苦得樂，永脫苦惱蓋纏，更有無數護法，分送飲食、醫藥

及七珍八寶給亡者。法會結束時，空中無數大蓮華載無量眾生，迅

速飛往西方光明海，其速快逾彈指，疾如閃電。眾人聞何師兄所見

情形，皆大歡喜，而 上師卻微笑不語。

㈢熊士康、熊士靜兩位師兄的尊翁熊用賢先生，出身於空軍機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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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留美學習現代科技，故生平於宗教全無信仰。去年罹患鼻咽癌，

輾轉病床，十分痛苦，兩位師兄當時雖僅皈依上師半年，但是信心

卻十分堅定，經常教熊老先生持六字大明咒，並為說「中陰救度法」，

唯其父因業力遮蔽，未能全信，去年十一月時，熊老先生病危捨報。

兩位師兄於其父過世後，立即恭請 上師於三日後超度。超度前一

晚，熊士康師兄在靈堂守夜，忽見其父遺像下出現燦爛光明蓮花，

十分眩目，宛若現代雷射然，繼見其父遺像忽變為歷代祖師像，整

個靈堂籠罩於光明之中。

於第二天超度法會時，熊師兄全家同時皈依 上師。法會中，殊勝

感應不斷，其家人或有見上師背現大圓光，與佛無異者；或有見上

師化為一團光明，不可逼視者；亦有見 上師身如虹霓者，種種異

徵瑞相，不及一一列舉，無非是種種不可思議境界。

數日後，其父遺體採取火化方式處理，竟然燒出許多舍利花，大者

近於姆指，小者有如小指，約二十餘塊，有綠、紅兩種顏色，十分

堅硬，見聞者無不驚奇，歎為希有。

㈣在台南某單位服務的葉師兄，有一位部屬於今年五月四日出勤時遭

意外橫禍慘死，葉師兄平日經常勸導部屬信佛，然而此位慘遭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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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屬，卻始終未能信奉佛法。

葉師兄於其部屬死亡後，不斷為他持咒，勸其家人節哀順變，並為

說明 上師超度之種種功德。大概亦是這位部屬福德深厚，故一經

葉師兄向他家人提議恭請 上師專壇超度時，他的家人立即同意，

並以單位賠償金及亡者遺金，合家人所出二萬元，總共六萬元，為

其印贈經書，為增福慧。

超度前一日，葉師兄親睹亡魂出現床前，其形相已不若死時那麼可

怖，神色亦稍平和。待 上師於第二日超度時，卻有一事十分巧合，

其家人適有產期已近之孕婦參加，纔誦四皈依，忽然腹痛如絞，急

於臨盆，趕忙送往醫院後，當夜便喜獲麟兒。

該部屬遺體，於超度後四日火化。葉師兄堅信 上師超度之功德，

故於火化場一直等到火化完畢，骨灰冷卻，便檢視骨灰，既然發現

白色及淡綠色透明之舍利約有三、四百顆。以一個生前不信佛法，

且遭遇凶死橫禍的人而言，業力不可謂之不重，然經 上師予以超

度後，竟然燒出三、四百顆舍利，真可說是奇蹟， 上師超度之功

德，實在不可思議。

㈤以上幾個例子，亡者皆在國內，距離匪遙，且超度時皆有家屬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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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種種瑞徵，蓋屬宜然；殊不知 上師超度之功德，更能不受空

間之限制，甚至遠達馬來西亞之遙，亦能蒙受加被。

房敬佛居士，為馬來西亞僑界知名之士，去年三、四月間，因事返

國，由於房居士之父當時已病重，將不久於人世，故房居士亦專程

赴台打聽具德法師，希望為其父植身後善因，以盡孝思。於是輾轉

由本門師兄杜智然教授介紹兩位 上師及本精舍，陪同前來，一見

之下，深感兩位 上師之難得及法門之殊勝，當下立刻皈依，並請

求 上師為其父辦理遙皈依，亦蒙上師應允。

房師兄的父親雖然平日亦信仰佛法但未曾皈依，在病榻上聞知其子

為其辦理皈依亦十分欣慰。去年農曆六月間，房老居士安詳捨報，

房師兄立即打越洋電向 上師請求專壇超度，上師即於數日內為修

度亡法，結果過了幾天，房師兄又以電話向 上師報告，其父經 上

師超度後，全身柔軟如綿，一直到入殮，面容慈和，顏色不變。

此種瑞相，實即往生淨土之徵兆，故房師兄非常感激 上師，乃於

年底帶著全家人，一起來台專程皈依本門，同時希望於不久之將來，

能請 上師前往馬來西亞弘法，並成立分舍。

上師頗為嘉許其志，但弘法之事須視因緣而定，因緣若至，相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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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地區亦將再蒙傳承及上師之法雨普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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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何要為亡者作功德

——超度需要費用的目的

依地藏菩薩在本願經「利益存亡品第七」內記：

習惡眾生，從纖毫間、便至無量。是諸眾生有如此習臨命終時。

父母眷屬、宜為設福、以資前路。或懸旛蓋、及然油燈、或轉讀尊經

或供養佛像及諸聖像。乃至念佛菩薩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號、歷臨

終人耳根‧或聞在本識。

是諸眾生所造惡業‧計其感果‧必墮惡趣‧緣是眷屬‧為臨終人

修此聖因‧如是眾罪、悉皆消滅。若能更為身死之後‧七七日內、廣

造眾善。能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現在眷屬、

利益無量。又記

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眾罪。命終之後‧眷屬小大、

為造福利一切聖事‧七分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

之故‧未來現在善男女等‧聞見自修・分分己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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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遊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內‧如癡如

聾或在諸司辯論業果。審定之後‧據業受生。未測之間‧千萬愁苦‧

何況墮於諸惡趣等。是命終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內‧念念之間、

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力救拔。過是日後隨業受報。若是罪人‧動經千

百歲中、無解脫日。若是五無間罪‧墮大地獄‧千劫萬劫永受眾苦。

翻成白話就是：「習於造惡的眾生，從一根毫毛那麼少許，便能積

集到無量數那麼多大惡。這些眾生，都有這樣的習氣，故臨命終時，

父母和家眷，應該替他廣修福德，廣行布施，以便資助他能往生善道

去。」

「或在佛前懸掛幢幡、寶蓋、寶帳、寶鬘等，和點一油燈供佛。

或者替他讀經典、諸如彌陀經、金剛經、以及這部地藏經等，或者給

他造各種的佛像，或諸菩薩的聖像，甚至替他念佛號或菩薩的聖號，

及辟支佛的名字，每一個字，每一句聖號，都要高聲念，深入這位死

者的耳根裏去，使他能聽進心識本處。這一類的眾生，所造的惡業，

計算他因果的感招必定會墮在惡道裏去，受極大苦報的，但因其眷屬

能替他修種種福德，故雖然是瀰天大罪，亦能完全消障滅罪。」

「假使有男子女人，在生的時候，不做善事，多做惡事，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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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論大小的眷屬，替他修造大的功德或小的功德，在七分功德之

中，死者只能得到一分，其他六分的功德，生存者自己得益。因為這

個緣故，未來現在的善男女等，若能趁著自身健康的時候，趕快替自

己修善植福，以後死了，則每一分利益都是自己得到的。」

地藏菩薩又說：「無常大鬼，不必你等他，他自然會來的，把你帶

走，令你在幽暗無光的陰間遊行，自己不知是犯罪或是得福。人死後

七七四十九天內，好像癡呆一樣，也像聾子一樣。或在許多判官之前，

辯論他在生時所做的善惡業果，在其審定之後，才根據他的業報而受

生。亡者在經審判之前，已經愁懷萬種，何況墮落到各種惡道去受苦

呢？更是苦不堪言了！」

這死了的人，在他還未能投生的時候，在七七四十九天內，無時

不在希望他的骨肉家眷，替他修福行善，而讓他能仗這功德的力量，

承佛救拔，往生善道去。假如過了七七四十九日以後，便要隨業去受

果報。假如這犯重罪的人，一動惡刑，就要經過千百歲中，無有出期。

若是犯了五無間的罪，應墮落在大地獄裏，那就要經千劫萬劫，永遠

受多種的苦毒。（五無間罪㈠弒父㈡弒母㈢殺阿羅漢㈣破和合僧㈤出佛

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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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記載得之，亡者臨終時，最需要超拔救度及功德迴向。「超拔

救度」由本門慧華金剛上師來做，「功德迴向」則由家屬來做。

密宗的度亡法雖極其殊勝，但密宗大師絕不以此斂財。師父延續

華藏上師之宗風，除了一些必要的花費外，從不另收分文供養，然而

為亡者之福慧資糧，吾師總勤慰前來求度之家屬，喪儀少作無謂的舖

張，那些死後的榮華對亡者一無益處，而應為亡者作功德，迴向亡者。

惟有令祖先及親人脫離輪迴之苦，才是真正大孝。

願諸同門善信發諸深廣孝思，善用機緣，報答親恩，功德福報無

量無邊。

※若為新亡者做專壇超度，更可取代任何法事儀軌，替亡者家屬節省

更多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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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門為亡者作功德的具體方法

本門世界圓覺宗藏密寧瑪巴諾那‧華藏精舍是經內政部登記合法

成立的宗教團體，依法成立「諾那華藏精舍慈悲喜捨功德會」及專案

向教育部申請合法成立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教育部文號：法人登記證 1579

號）今簡介此二會，以昭公信。

㈠諾那‧華藏精舍慈悲喜捨功德會

這是以中國為中心成立的世界性組織，沒有種族國籍之分別，等

心饒益，擁護各國政府，但絕不涉及政治，為一個純粹的社會救濟慈

善機構！集合十方善心人士之力量，匯聚成一股澎湃雄偉的大江流，

普納百川悉皆引歸覺海，是為究竟饒益。

本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教示，深心效學；以塵劫利他、六

度萬行之無我菩薩道精神，深入眾生苦痛輪迴憂悲苦惱之處，做財施、

法施和無畏施，並以三輪體空之智照，在污濁障重的五濁惡世末法時

代，觀察並隨順因緣建法幢、擊法鼓、轉清淨大法輪，並以密宗無上

心法，心印傳承之不可思議大加持力共為增上緣，令諸發心菩薩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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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利他善行之中成就出世福智資糧，一生成辦僧祇行願，即身成佛。

令無數失去依怙，深陷苦痛輪迴如母之有情普皆離苦得樂，當來亦皆

共證佛道，究竟解脫。

慈善喜捨四無量心是菩薩菩提深心之本色，悲智願行四大行門中

觀音、文殊、地藏、普賢之共通本質流露，亦為一切菩薩成就佛道之

本誓，捨此大道，無由悟證般若之勝妙，無般若則佛道不成。以平等

大悲心建立一切菩提事業，利益千萬億苦難眾生，是為本會憫念眾生

苦痛而發心之本誓緣起和宗旨，發宏誓於諸佛前，現溫馨至愛之流露

充塞世間！為彰初衷，為顯至誠，以下聲明，人神共鑑：

一、所募之功德財十方來十方去，以智慧運用，不積聚亦不浪費，有

一分力做一分事，隨緣無住而行善，絕不誇大事蹟，每期於「華

藏世界」雜誌徵信，不欺枉施主，定期做大迴向，福德招感決不

漏失。神目如電，護法諸神其共鑑之！

二、因果昭然，絲毫不爽，不欺暗室，不縱獨處，一涓一滴，功不唐

捐，仰不愧天，俯不作地，是我們無畏不動，自尊自重之不移信

念。

三、不分種族國籍，自本土開始，不分人畜走獸，不分聖凡鬼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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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他怨親，眾生苦痛之所在，即是我等義無反顧之所趨，以平

等之大悲心，隨順因緣，消弭眾生共業，莊嚴末法時代五濁惡世

之穢土令成人間梵剎，宏我本師釋迦牟尼佛之往昔宏誓，為當來

下生之彌勒尊佛的人間淨土首唱先聲。

四、慈悲喜捨之項目（1）放生（2）贈經書佛像（3）贈法寶咒輪等

（4）贈微電腦念佛機予佛教團體（5）贈黃緞陀羅尼經被予亡者

（6）贈恆河金剛沙、往生被、骨灰塔（7）義診醫藥（8）濟助貧

病殘障老弱（9）各種災害之濟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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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十三項，將隨贈予大德之心願分別辦

理，初步每三個月於「華藏世界」雜誌公開徵信一次。

五、三世十方已發心、正發心、未發心之一切菩薩眾、佛弟子及善心

人士等，皆是我們禮之再三殷重啟請之當然隨喜夥伴、菩提勝友，

此等利益無量眾生之公益事業，雪中送炭之舉，期待有慈心之仁

者一齊來共襄盛舉。您的援手，是眾生之幸，您的一念善心，是

他們絕望中的一線生機。我們謹先代替彼等受惠的眾生向您虔致

無比的感激，非常的謝謝您！意者請洽精舍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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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

宗旨

本會秉持佛陀自覺覺他之本懷，及上師慈悲喜捨精神之發揚，以

期徹底教育並改造人心，回歸至善至美之圓滿覺悟為理想。並以端正

社會風氣，發揚固有文化，興辦與教育相關之公益事業為宗旨。其基

本理念如下所述：

1.世界之改善由個人開始，個人之改變以自心的覺醒為起點。依佛陀

之教誨，提倡返觀自心，息滅貪瞋癡的佛陀智慧，並由自身推廣至

社會乃至全世界。

2.痛苦的根源乃由於錯誤的思想，導致錯誤的語言與行為，造成自他

的苦惱。因此提倡佛陀圓覺智慧之教育與修持，導正自己與一切眾

生之身、口、意的行為遠離錯誤與虛妄，邁向圓滿的覺悟。

3.發揚大乘菩薩慈悲喜捨之精神，教導眾生對一切生命之尊重，並提

倡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六波羅蜜之精神，以期使

世人以慈悲代替侵略；以合作代替戰爭；以容忍代替報復；以寬恕

代替仇恨；以布施代替貪求，俾令一切有情遠離苦惱恐懼；臻於智



35

慧、寧靜與和平幸福之域。

工作內容

一、設置獎學金，鼓勵大學研究生著述佛學或密宗論文，努力向學，

完全人才之深造與培育。

二、以演講、座談或其他講授方式，宏揚圓覺宗歷代上師之教義開示，

以達淨化社會人心之目的。

三、圓覺宗教義及修學之宣化及講授、研究、獎勵。

四、發行佛法教育及有益人心之書籍、雜誌及其他視聽出版品。

五、籌備成立圖書館及圖書室。

六、贊助特殊教育機構，幫助殘障同胞之就業教育。

七、其他教育、文化活動。

惟有令祖先及親人脫離輪迴之苦才是真正大孝。

願諸同門善信發諸深度考思，善用機緣，報答親恩，功德福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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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無邊。

※若為新亡者做專壇超度更可取代任何法事儀軌，替亡者家屬節省更

多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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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觀音度亡法簡介

師父雖身受紅教數種度亡大法，由於她本身修度母成就，故偏好

觀音度亡法（聖救度母乃是觀世音菩薩之報身）。觀音度亡法與其他度

亡法相較，令人深深感到它的每一段細節，都流露出觀音菩薩細膩之

「婆心」，處處隨順眾生慾求，先滿其願，在滿願同時，以清淨施淨化

轉昇，度亡過程中，毫無剛猛降伏之氣。今將觀音度亡法，作一簡略

的介紹：

一、首先建立度亡壇城，加持供品，成為無上妙食，供養十方。然後

召請亡者及六道冤親，作清淨供養，代償業債。

二、虔誠奉請黃財神及黑財神，廣施財物珍寶，滿一切亡靈心願，去

其匱乏。

三、藉觀音菩薩之願力，以甘露乳海，普施餓鬼，滌除罪苦。

四、並以無上密咒，封閉、摧毀三惡趣，引度至光明彼岸。開示皈依

之門，並為亡靈解說佛法大義及修持途徑。

五、奉請西方三聖，引度亡靈至西方淨土，纏縛較輕者，能一念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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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則匯歸法界，當下成就。

（上述簡介僅限於可公諸於世之部份）

度亡法會歡迎亡者家屬親臨參加。法會歷時須二、三小時。（時間

在晚上）

若願恭請 慧華金剛上師專壇超度，而成就此殊勝難得大因緣之

大德，請撥電話與總舍或全省各地助念團聯絡我們即可為您妥善辦理。

論佛陀所開示之一乘心法誠實無虛

曾經聽聞有人問同門師兄：這些接受超度者本身並未修持佛法，

何以僅蒙 上師超度即獲得如此多舍利子？舍利子不是戒定慧所薰修

才有的嗎？又接受超度者中有的生平未聞行善，甚至有造種種惡業或

是犯了自殺重罪的人，經 上師超度後竟然亦火化獲得舍利，對於那

些一輩子修行或是行善的人而言，豈不是太不公平了？

當然，這些疑問是會發生的，佛法究竟而言雖然本是不可思議，

但是為了令眾生起信，仍然是可以以手指月，稱理而說的。事實上，

在此必須指出，這些疑問會產生的原因實在是由於對佛法的信心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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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對佛陀所開示之一乘心法不夠瞭解的緣故。其實，經 上師超度

之亡者，無論生前行為如何，火化後均獲得五色舍利之事實，正足以

說明釋尊所開示之一乘心法誠實無虛，亦印證了 上師修持之證量以

及圓覺宗傳承法脈和無上密法之獨到殊勝，在此可由以下幾個角度來

加以說明：

㈠諸佛大悲願力是真平等

就以顯密所共同信仰的阿彌陀佛、地藏菩薩之度生悲願而言，佛

菩薩之大悲願力乃是對眾生一視平等的。在觀無量壽經下品下生觀中

釋尊會開示：「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

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

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如是至心，令聲

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

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

即得往生極樂世界。」這雖是指臨終之時，卻明白表示，即使造了五逆

十惡之人，祇要至心稱佛名號，即可滅無量罪，甚至往生極樂世界。

而於地藏菩薩本願經亦說：「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

造眾罪，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為造福利，一切聖事，七分之中而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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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由此可知，雖人已死去，若能為彼念佛

誦經，造善事，亡者亦獲得七分之一的利益，甚至過去多生的父母墮

在惡道，也祇要誦地藏菩薩本願經三～七遍迴向，即能令他解脫。

由此可知，佛菩薩之慈悲乃是絕對平等。眾生雖然造了五逆十惡

的種種重罪，佛菩薩卻無分別心地平等加以慈悲救度。又倘若佛菩薩

祇度善人，不度惡人，佛菩薩心即不平等，心不平等，自度尚且不能，

又何能度他，是故即使極惡之人，祇要至心持誦一句彌陀聖號，消滅

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之功德亦是真實不虛。地藏菩薩常住地獄度眾生，

須知地獄中皆是犯五逆十惡者，佛菩薩又何曾捨棄而不加救度？上師

超度亦是如此。罪無論輕重，皆平等普度，持誦一句佛尚且滅無量罪，

何況 上師以無上密法勾召亡者神識親至壇城，為彼開示最了義之佛

法。與亡者共持殊勝之佛咒，即使亡者罪重，仗佛菩薩之慈力，亦能

滅無量罪，甚至解脫，除非不信佛號佛咒之功德及佛菩薩之大悲願力，

否則亡者獲得無量利益實是無可懷疑之事；而經 上師超度之亡者，

無論生前善惡，皆獲五色舍利，此亦正說明； 上師之心平等大慈以

及佛法乃是真正平等普度，永不捨棄任何眾生，眾生罪業雖各有差別，

佛度眾生並無差別，這才是真正的公平。

㈡以三力圓融及一乘心法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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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本門圓覺宗傳承法脈之殊勝、上師三密加持之力、眾生本具

佛性三方面來說明何以僅依 上師超度之亡者即可火化出五色舍利，

實在亦是極易明白之事。先以圓覺宗傳承之殊勝而言，圓覺宗心印直

傳第一代祖師釋迦牟尼佛乃是教主，是顯密共同的傳承；而第二代文

殊師利菩薩乃三世佛母，七佛之師；第三代蓮華生大士不僅是藏密開

山祖師，而且是彌陀觀音釋尊身口意三密之金剛應化身，現在仍以虹

光身永恆住世度生；第四代貝雅達賴祖師及第五代諾那祖師在圓寂時

皆縮身尺許，虹光化現，乃是示現即身成佛之大成就者；而第六代華

藏祖師則為大勢至菩薩應化身，六十八年於香港圓寂時，祥光衝天火

化得七色舍利四、五千顆，由此皆可瞭解，本門歷代祖師，若非佛菩

薩示現，即是大成就者，此為傳承之殊勝。

又華藏祖師住世時曾修阿閦如來超度法圓滿萬壇，故傳承法流傳

至第七代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時，於超度法之加持力更是法流盛大，

更何況 慧華上師為早經華藏上師印證修度母觀音而明心見性的即身

成就者，與度母觀音無二無別， 慧華上師修超度法時，不僅上承法

流強大之加持力，本身證量又與法界一心融為一味，更顯本尊三昧，

以本尊與自身無二之大悲願力依三密加持而超度亡者，此正是無上密

法三力圓融，由體起用發揮之極致，正如地藏菩薩本願經中所云，眾

生雖然罪業極重，「若得遇善知識，替與減負或全與負，是知識有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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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上師即是具大力之善知識啊！能負荷有情令一切眾生罪滅福生。

由此可知亡者火化所得舍利子若不從亡者本身來想，而從 上師

戒定慧之加持及諸佛悲願來理解，則不難明白，況舍利所顯五色，正

是 慧華上師五智力用之彰顯。又筆者曾私底下叩問 上師， 上師

超度時之開示及持咒觀想和平日所教導弟子者，並無大異，何以即有

火化舍利這麼殊勝瑞相？ 上師十分謙虛的表示是傳承加持，另一方

面亦開示中陰身已無色身，對色身執著較輕，悟性也較生前高九倍，

故較生人易度；此外 上師在為亡者超度時，非僅是祇有文字開示及

與亡者共修，實際上， 上師更以本身之證量光明，親自開顯一乘心

法無比微妙莊嚴之境界，並以五智法流打入亡者內心，令亡者仗加持

力，事理雙明，當下了達諸法如幻，罪業體空。 華藏祖師曾云：「一

切懺悔以空性懺悔最為究竟，空性懺悔即是觀一切罪惡如夢如幻，一

切罪業皆空。」而十方諸佛所教導菩薩懺罪之道，亦正是「端坐念實相」，

實在是千年暗室，一燈能明；狂心頓歇，歇即菩提啊！眾生之惡業雖

大至盡虛空界不能夠受，亦惟有運智火能燒盡之！

由此可知，被 上師超度之亡者，雖然罪惡極重；但是仗 上師

傳承之加持力，勾攝彼神識，來到道場，再以三密加持力消彼罪障，

並為迴遮惡緣，再以一乘心法，循循開示，進一步令亡者觀心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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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亦不可得；正如觀普賢行法經中所云：「何者是罪，何者是福，

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一切諸法，亦皆如是，無住無壞，如是懺悔。

觀心無心，不住法中，諸法解脫，滅諦寂靜，如是想者，名大懺悔。」

如此即使有再重之罪，但能仗加持自觀其心而行空性懺悔，頓了諸法

本不生，罪相了不可得則何罪不消？罪業既消， 上師再為開示佛土

勝妙安樂，令彼深生信願，乃至與彼一心念佛持咒，更由三密及咒力

加持與彌陀大悲願力，令彼往生極樂，實已非難矣！

亡者既已往生，火化所得舍利謂是 上師傳承五智法流加持力所

顯現，固然無可疑義；若謂亡者於超度法會中受持上師之開示及加持，

頓悟本來，而開顯自性本具之戒定慧，而顯舍利瑞相，亦是十分合理。

是故眾生罪業雖重，仗 上師傳承之加持力可消；仗佛菩薩大悲

願力可消；仗自身觀心了不可得，罪亦可消；諸佛為救度有情，曲垂

無量方便，尤以一乘心法，眾生最難信入；是故釋尊開演法華時，五

千增上慢人退席，若執罪福實有者，於常不輕菩薩之禮拜必亦不敢承

受，若聞釋尊授記罪大惡極之提婆達多為天王如來，恐怕對整個佛法

皆要產生懷疑了，是等恐怕惟有勞文殊菩薩再演一齣「持劍迫佛」才

可能令彼解脫呢！



44

㈢從圓覺心法、中陰身及諸佛密咒功德力而言

對於有人認為許多法師修了一生尚不見舍利子，何以亡者僅憑

上師超度之兩、三個小時即獲如此多之舍利子，除了上述仗 上師傳

承之加持力及亡者自身之心開悟解外，尚有下列三種原因：

①圓覺心法之殊勝：本門自第五代諾那祖師及第六代華藏祖師因應中

土大乘根器，將藏密寧瑪巴無上密法融匯顯密十三宗之精華而成立「圓

覺宗」以來，至具恩根本智敏‧慧華金剛上師而弘揚愈盛，弟子往往

皈依未及三、五年即契一乘之法味，會圓覺之妙心，佛慢堅固，入如

來室，衣如來衣，堪稱佛子。何以故，圓覺宗無上密法，非僅傳承法

流之加持強大殊勝無比，圓覺心法之直截快利，更是直指人心，無委

曲相，捨迂迴途，讓弟子仗 上師本尊三密加持之力，頓悟本有之佛

性。修持圓覺心法之佛子，其成就之直捷，正如法華中龍女成佛，其

事較以寶珠獻佛更速，若非深達罪福相當體即空者，則未免如五千增

上人之退席也！

圓覺心法「以禪為體。以密為用，以常寂光土為歸宿」，以「禪體

密用」來看 上師之超度，則 上師早證本體，由體更起五智無邊之

大用，能以三密加持，清淨亡靈身、口、意三業。亡者雖無始以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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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口意造下無邊罪業，然而眾生無始之夢幻垢障，唯依諸佛清淨法水

能淨，此即念佛持咒之所以能滅罪消障之道理。亡者三業既已清淨，

於本有之佛性堪能彰顯悟入，如垢盡鏡顯，水清月現，當此之時更以

一乘觀心法要開示亡靈並以諸佛三密開顯其本有佛性，則正如六祖之

教惠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亡

靈若堪能悟入，則當下回歸常寂光土；若彼未能即悟，則再仗彌陀大

悲願力，令彼往生極樂，以三密及諸佛密咒加持力故，至少可令彼淨

業往生而生實報莊嚴土，但是圓覺宗最高宗旨，乃是以常寂光土為歸

宿，不入化城的。此段過程，以文字描述雖然容易，但是超度法師本

身是否已明心見性及證量如何，卻是重要關鍵所在，若超度法師本身

並無證量，則雖仗傳承三密加持之力亦可起用，但在相應之程度與功

德力用上與已證本體之法師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若更夾雜生滅心而行

超度，則雖口稱一乘法要，心不入道，無真實加持力，不無虛誑亡靈

之嫌。亡靈俱為五通具足者，超度法師許真金而予瓦礫，亡靈必有受

欺弄之感，甚至因而生起瞋恨心，以致超昇未得反致下墮；甚至惱亂

法師，則法師非但無功德反致罪過矣！故密宗祖師自古相誡：「未至見

道位，不得修超度法。」實在是密法成就快速，力用亦大，但若錯用妄

用，造罪亦是不小！因此若無正確傳承之法師；或本身未至見道位而

不能控制生滅心之法師，欲以密法為亡靈超度，實宜三思！與其不如



46

法或勉強為之，令亡者了不得力，不如以清淨心為亡者持誦佛號及「普

賢行願品」、「地藏菩薩本願經」等大乘經咒，功德迴向亡者，或是在

亡者靈前誦「中有聞教得度經」，對亡者更有實益也！

②中陰身是頓悟往生之關鍵：圓覺宗無上密法有三種成就方式，一為

即身悟證本來，乃至於圓滿四身五智；其次則臨終一念證入法性本體，

匯歸毘盧性海：倘若生時及臨終均未能成就，則須仗 上師傳承之加

持力，於中陰四十九天之內，而為救度，往生淨土或回歸常寂光土。

由此可知 上師為亡者超度，乃是依第三種階段令亡者成就；然

而亡者生平素未修習密法，何以能成就？這當然須靠 上師傳承之加

持力了！事實上，中陰身較生人難度之處在於中陰境界有種種恐怖，

以及亡者往昔業力一時現前，心亂如麻，不易靜心聆聞開示及解脫之

修持法門，但若值遇具有真正傳承之密宗金剛上師，則非但可以三密

之力勾攝並加持其神識，令彼安住而不致隨業風流轉飄盪，並能為彼

迴遮惡業幻影之干擾；又中陰身較生人易度之處， 慧華上師即曾開

示：「中陰身智慧較生前高九倍，且具五通，已無質礙身，故對色身之

執著較生人為輕，為彼開示無上心法，彼亦較生人容易悟入。」

由此可知，中陰身實是頓悟及往生之關鍵時期，平日吾人修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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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何精勤，除非悟見本來，或住甚深三昧禪定，否則總有個色身之

執著須滿足。但中陰身則色身已壞散，祇有六、七、八識現行，而無

根身之結縛，縱有虛幻形像，似有作用亦是生前之餘習；祇要予以究

竟了義之開示，若彼堪能悟入，即可當下泯識歸性；猶如睡人在醒夢

邊緣，但得醒覺之人有力呼喚，一聲即可令夢人頓醒，斯時正如圓覺

經中所云，一切眾生有生死，所造一切空花幻妄罪業，實由無明所致，

而「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

得。」亦如永嘉玄覺禪師所云：「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中陰身較六道之生有業報身有如是殊勝之處，諸佛菩薩要設下種種方

便，在短短的中陰四十九天來盡力救度，而無上密乘，更是以中陰時

期為成就的一個重要階段，藏密祖師甚至以無比慈悲，將人死後四十

九天內的中陰情況詳加描述，成為「中有聞教得度經」，令存亡聞者皆

得利益，可謂徹骨大悲矣！

③諸佛密咒功德不可思議：如大寶樓閣經,大悲心經等經典上皆說：「若

有眾生得見持咒人身者，或聞語音者，或影中過者，盡滅十惡五逆之

罪，來世生諸佛國。」又佛頂尊勝經，不空羂索經，隨求經等、皆說亡

人廣造惡業，死墮三塗，真言行者，即稱亡人名字，專心誦咒，亡者

應時得離惡趣，生於天上。由此可知，真言功德威神不可思議，圓覺

宗第五代祖師諾那活佛亦曾云：「諸佛真言功德，惟佛與佛相知，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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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尚須仗咒護持。」可知真言功德實非凡小憑意識所可揣測也！

真言功德何以能如此殊勝呢？雖然十地菩薩尚未能窺其究竟，然

而亦不是全然不能解釋，例如楞嚴經中云：「若造五逆無間重罪，及諸

比丘，比丘尼四棄八棄，誦此咒已（指『楞嚴咒』）如是重罪，猶如猛

風，吹散沙聚，悉皆滅除，更無毫髮。」而顯教圓瑛大師則釋曰：「楞

嚴咒全名翻譯即『大白傘蓋』，全咒即是如來藏心。」由此可知諸佛密

咒，往往表諸佛之真心，故眾生持咒而與佛心無相法界相契，何罪不

滅？

由以上經典所言，可知但見持咒真言行者；或者自身持誦佩戴，

即可滅除五逆十惡重罪，然以密法而言，前者僅是眼見，後者亦僅具

口密，尚有如是功德；試想於超度法中，具恩 慧華金剛上師乃度母

即身成就者，乃真言行人中大成就者，且 上師不僅鉤召亡靈，並為

授皈依，更以三密之力加持淨除亡者身口意無始罪障，再教以身、口、

意三密相應修持之法門，非僅口誦密咒，還配合無上密法了義之觀想，

亡者豈有罪業不消而往生極樂之理。

又同樣是諸佛密咒，已見性之人使用與未見性之人使用，依相應

起用之功德力量上便有極大差異，蓋已見性之人乃是稱諸佛真心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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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不像未見性者乃依生滅意識起用祇能與佛力少分相應。兩者功

德力用之差異，直有霄壤之別！此亦本圓覺宗所以「主張禪體密用」

之道理，必須親證圓覺一心，方堪稱真如全體而起五智大用， 上師

超度所顯之殊勝功德，正足以充分說明此項旨趣所在！

由以上的說明，可以瞭解 上師之度亡法何以如此殊勝，相信對

於凡經 上師超度之亡者，無論生前曾否修持佛法，或是品行如何，

均可獲得火化舍利瑞相之事實，亦可再無疑問。除此之外，若就因緣

法而言，無上密法甚難值遇，據祖師開示：「無上大密法在此娑婆世界

僅有三次說法，一係無量劫前，現生上王佛曾演說一遍；目前賢劫千

佛，僅本師釋尊親為敷演，其餘九百九十九尊佛均無緣宣說；直待百

千萬億劫後，文殊生王佛出世，始得聽聞最後一次說法，以後即永無

機緣。」是故黃教教主宗喀巴大士云：「值遇無上密法比遇佛出世更難。」

實非誇大之語。試想，在這麼多人口中，亡者死後四十九天內竟然能

遇真正具傳承且明心見性的 慧華上師予以超度，有的甚至家屬對佛

法還無認識，竟也能對密法生起信心而不隨民間流俗及其他宗教之方

式任意處置亡者，此若不是亡者過去生中曾經積下無量之福智因緣，

何能有此幸運？

又何況圓覺宗所修持的心法，正是釋尊於金剛經、圓覺經、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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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開示之無上乘心要，在金剛經中釋尊分明金口宣說：「後五百歲，

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

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

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又云：「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

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凡經 上師超度而得火化舍利

者，可知必定是於超度法會中：對 上師所開示之無上乘心法堪能受

持悟入，方顯如是瑞相。由此可知，是人堪稱第一希有，若說過去未

曾於無量佛前種諸善根，聽聞尚且不能，何況受持悟入？

曾聞有人批評舍利是著相之見，此誠不解色空不二諸法當體即空

之旨！且不明法體雖然無相，能顯妙有大用，佛法原是非有非空，中

道不著邊際之法門，諸相本來無礙，若云舍利著相，則釋尊應化娑婆，

說法四十九年，涅槃後尚留下八斛四斗舍利豈非亦是著相；禪宗以無

相為宗，而禪宗祖師卻多留下全身舍利供後人瞻仰起信，難道連直指

本心的禪宗亦著相，實在法本非法，相亦非相，著相與否，祇在仁者

心動之間。

圓覺經云：「若復有人，勞慮永斷，即彼淨解，為自障礙，故於圓

覺性，而不自在，此名凡夫隨順覺性，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

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名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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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眾生國土，

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

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善

觀斯旨，當可知諸佛如來，所以示現十方三世，任運騰騰；事事無礙，

創鏡花佛事，建水月道場，大做夢中佛事，滅度無量無邊眾生實無有

一眾生得滅度者，以究竟證此圓覺一心也，明斯旨者，於金剛般若及

諸佛大圓覺境界堪稱信心清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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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書目的——我們的期盼

人生最大的關愛莫過於讓自己已逝的親朋好友順利往生淨土，真

正離苦得樂。

為讓亡者能順利往生，甚至於中陰身成就，助念團員於助念時無

不戰戰兢兢全力以赴，唯恐無法利益於亡者，而助念圓滿後更期待亡

者家屬能具智慧發廣大善心來為亡者做超度，究竟助念與超度之功德

無法以道里計。助念——大家面對的是亡者的色身（肉體），超度，則

是師父直接面對亡者的靈魂、神識給予施食、滿願、除苦、消業、宣

說佛法，及引度。

接受專壇超度的亡者皆能真正離苦得樂，相信唯有如此才是家屬

與助念團員的最大心願。

吾師為人淡泊，不喜是非，雖有度生宏願，卻視人事為畏途，她

寧退居斗室，默默印經、度亡，不善與人周旋，更不願衿誇功行；唯

做為弟子的我們誠願師父不可思議的超度功德力能廣為人知。

又 上師所超度的對象，是所有已知宗門中範圍最為廣博的，既

不受時間之限制，也不受空間之隔礙，無論亡者距離多遠，也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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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才過世的，還是已經死亡了好久的人，乃至於遙距數代的祖宗先

靈。又不論是已落在那一道的先人，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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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超度火化後的舍利子、舍利花是佛門視為往生極樂淨土的證

據。實在是真實不虛。

要如何更為亡者做超度的功德？而戒持清淨圓滿又有真實修證，

並且對於歷來所超度的對象能拿得出確實證據，可供驗證的超度法師，

要到何處恭請？本書都有詳細解說，撥空逐一探討是必須的，若有不

了解的地方歡迎與助念團聯絡，我們願竭誠為您服務。

希望此書能讓您對佛法的不可思議起信，也祈願人人於佛法「信、

願、行」，而得到真正解脫，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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