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人類以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創造了新

的物質文明，解決了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但是人類的基本

痛苦生、老、病、死是現代科學無法解決的，因此，科學史上

所有偉大的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等都在生死老病之前無法

不低頭。他們面臨生、老、病、死的時候與普通人毫無差別，

所以，現代科學不能滿足人類最終極的心願——自由自在的解

脫。

解脫是超越生、老、病、死的範圍和一切生命的終點

站，也是每個眾生早晚將要回歸的大自然，已經回歸此境界的

高僧們的來去是這麼自在、這麼安詳、這麼快樂的。他們沒有

煩惱，也沒有痛苦。因獲得了內心的自在，自然也獲得了外境

的自在，不受地、水、火、風等四大種的影響。這確實是真正

的自由和幸福，是故，人類自我認識和開發自身智慧是唯一使

人們實現最高之理想的。

生、老、病、死的來源和它的本質，以及超越它的方法

等等諸多人生的重要問題，只有佛法才能獲得正確的答覆。所

以，社會各界人士應該讀一讀佛法寶典，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會

有一定的收穫。

堪布　慈誠羅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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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

敬禮上師金剛薩埵！

五濁黑暗時期，人們缺乏因果正見，造罪異常嚴重。罪業在相

續中留存習氣，若不加對治，決定將成熟苦果。因此，修習懺悔極

其重要。在一切懺法中，以金剛薩埵法門最適合末法時代的眾生。

一千多年前，蓮花生大士在金剛薩埵伏藏儀軌中，授記此法與

漢地眾生有緣。這個時代，大恩上師以大圓滿智慧觀察，也如是印

定，大力提倡共修，以期依仗本尊願力、密咒加持及共修之力，迅

速消除彌天黑業，重現安樂曙光。

今年秉承大恩上師遺教，再次推動漢地道友共修此法，反響

熱烈，所報心咒數量高達一萬五千多億，百字明數達三百餘億。值

此勝緣，當務之急，應在具足數量之上，提高懺悔質量，是故我依

眾多教典，編寫此文，做為行者依序觀想、具足四力懺悔的入門之

助。

引用或參考的教典主要有：《普賢上師言教》、《菩提道次第

廣論》、《極樂願文大疏》、門朗大師《金剛薩埵伏藏儀軌》及洛

欽大譯師所著儀軌講記等。限於篇幅，黑白業果的差別、懺悔的原

理方法未作具體闡述，請參閱《因果的奧秘》，可獲了解。

益西彭措
2006年藏曆10月18吉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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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如意寶

晉美彭措簡介

一九三三年藏曆神變月初三，大恩上師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

誕生於青海班瑪縣。大恩上師甫出母胎時頭部向上，身體即端直金

剛跏趺而坐。他睜開雙眼，目光炯炯，面帶微笑地注視著人們，將

胎盤像披法衣一樣甩到左肩上，口中朗朗念誦文殊心咒“嗡阿 巴

札納德”七遍。後來被眾多大成就者依授記認證為伏藏大師列繞朗

巴的轉世。在多世利生的歷程中，上師曾示現為印藏諸多教主的身

分，如法界金剛大師的伏藏品中說：“昔日印度羅漢薩革拉，蓮師

座下降魔金剛尊，薩迦派法王根嘎嘉村，格魯派中給洛華桑尊，木

納地方根桑秋札等。”

三、四歲時，大恩上師已對全知米滂仁波切具有不共的信心，

每次祈禱仁波切時，就認為是在祈禱文殊菩薩。十五歲廣聞無量顯

密教法，對光明大圓滿產生了極為猛厲的信心。該年對全知米滂仁

波切至心祈禱，短期內念完祈禱文一百萬遍，並在讀誦《直指心

性》一萬遍時，顯現證悟大圓滿覺性，當時的證悟境界寫於《大圓

滿直指心性大疏》中。

十四歲時，捨離塵世，在札宗堪布索南仁親前剃度。

十六歲依止根本上師托嘎如意寶，在上師前全面地聽聞顯密教

法，尤其是大圓滿的灌頂、傳承及訣竅，此外依止了觀音上師班瑪

斯德、大成就者南卡晉美等十餘位大德，聽受顯密法要。

【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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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十月十日，大恩上師創辦喇榮五明佛學院，從此顯

現出日益廣大的弘法利生事業。

在建院二十餘年中，大恩上師始終不間斷地為四眾弟子廣轉顯

密法輪，傳授顯宗五部大論、密宗甚深修部及頂乘大圓滿的訣竅、

續部、注疏等。對各宗各派，上師一貫平等弘護。經上師培養，學

院出現了數百位活佛、堪布，他們分赴各地傳播妙法，復興了衰微

的西藏佛法。因此，大恩上師被譽為整個雪域無上的怙主。

為使弟子們學修並進，大恩上師規定每年定期舉行四次大法

會，即藏曆神變月持明大法會、薩迦月金剛薩埵法會、釋迦佛轉法

輪日普賢雲供法會及天降月極樂法會。其中，特為漢族弟子安排的

是金剛薩埵法會，選定在釋迦佛誕生、成道、涅槃三大吉祥日聚集

的薩迦月舉行（藏曆四月初八、十五）。

鑒於末法時代，眾生不能深信因果、難出苦海，上師對因果法

門的學修極為注重，雖然年邁，仍為弟子傳授《百業經》、《賢愚

經》等，在傳法時，諄諄教誡：應謹慎取捨，守持淨戒。由此引導

弟子遵循因果規律，自覺地趨入善道。

在《大圓滿應成根本續》中，普賢王如來授記：末法時代是金

剛薩埵佛尊普度眾生的時代。因緣際會，時機成熟，大恩上師任運

展開廣弘金剛薩埵法門的偉大利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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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在青海蓮寶湖，上師取出《金剛薩埵伏藏廣法

儀軌‧淨除一切罪障》，在儀軌的最後一行小字中，蓮花生大士授

記：此儀軌與漢地眾生有特殊因緣，將利益以漢地為主的廣大眾

生。

一九九七年，在上師大圓滿智慧中又自然顯現出意伏藏《金剛

薩埵修法儀軌‧如意寶珠》，此儀軌較前簡略，著重祈禱，不論灌

頂與否均可修持。

一九九九年，上師倡導國內外弟子共修金剛薩埵，所報心咒數

量高達三千億遍。

世紀之交，以大恩上師的廣弘願力，金剛薩埵法門的光明日漸

熾盛，廣大漢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修持熱潮，無論是個人奉為日課

精勤持誦，或是大眾共修剋期淨障，都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效，充

分證實了蓮師的授記真實不虛。

總而言之，大恩上師是千百年前被釋迦佛及蓮花生大士等諸多

成就者所授記的三世諸佛的總集，諸多印藏成就者的共同化身，即

生現證菩提果的聖者，通達顯密法海的大阿闍黎，嚴持三乘戒律的

持律上首，智悲圓滿講辯著的自在者，重興佛教的中流砥柱，無偏

弘揚顯密教法的大法將，息滅眾生罪業熱惱的清涼皓月，見聞憶觸

必得解脫的如意寶王，引領有情往生極樂的最勝導師，當今光明大

圓滿法的教主，末法時代芸芸眾生的依怙，消除五濁黑暗的紅日。

法王如意寶
晉美彭措簡介



恰美仁波切極密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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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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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壇城主尊皈依境前作皈依：

“南無”是頂禮上師金剛薩埵佛尊。從今天開始乃至成

就菩提之間，我們始終以勝解信皈依三部佛、五部佛、千部

佛，乃至無數諸佛壇城的主尊上師金剛薩埵佛尊。

“勝解信”是沒有懷疑地深深信任，深信金剛薩埵大慈

大悲，他的願力真實不虛，心咒的加持真實不虛。因為我們

所依止的本尊，其願力加持已經圓滿，絕不可能空耗，但要

使上師金剛薩埵的加持真正融入自相續，唯一取決自己的信

心和恭敬心，所以這個勝解信極其重要。

其次，發菩提心：

為了盡虛空的一切眾生都解脫罪業，獲得最究竟的安

慰，願我身口意的一切勤作都永遠不離菩提道。

無始以來因自私造下深重罪業，從今天起轉變自心，唯

為利他，這樣才能破我執而消罪業。無量的如母眾生罪業都

異常深重，如果罪業有體相，盡虛空也無法容納，尤其三惡

趣眾生的罪業更是深重得無法形容。所以要發菩提心，不要

只想到懺悔自己的罪業，而要代一切眾生消業、為整個世界

消業而念修金剛薩埵。

皈依和發心偈各念三遍。



15金剛薩埵觀想圖

皈依偈

南無　 從今乃至菩提果

如海諸部壇城主

上師金剛薩埵前

吾以勝解信皈依

發心偈

　　　一切等空諸有情

　　　為得安慰竟樂地

　　　身口意之諸精勤

　　　皆當不離菩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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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威儀

按蓮花戒論師《修次中篇》、《修次下篇》所說，在舒

適的坐具上具足八法：

一、雙足結跏趺，如毗盧遮那佛坐式，半跏趺亦可。

二、眼睛不宜太睜開或太閉，目光應垂注鼻端。

三、身體不宜後仰，也不能前屈，應端身內斂。

四、雙肩平齊而住。

五、頭部不揚不低，不歪於一方，從鼻至臍正直而住。

六、齒和唇隨自然而住。

七、舌抵上顎。

八、呼吸漸漸微細。

身體端直，可以消除昏沉、掉舉、睡眠、不重視修法等

行為相，並能使修法狀態保持長久。



17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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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字代表一切諸法的法界勝義本性，代表

遠離執著，代表般若波羅蜜多的無生大空性。念“阿”字

時，安住於平等大清淨空性中，這叫作真如等持。



19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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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前面一肘高的虛空中，觀想如大海般廣闊無邊的

精美供品，在供品前上方，觀想一朵表示遠離輪迴雜染的千

瓣白蓮花。



21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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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蓮花上有一毫無缺陷，如同十五的圓滿月輪。圓

滿的月輪表示遠離一切過失、具足一切功德的斷證圓滿。  



23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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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月輪上如流星瞬間劃過夜空般出現一個光輝燦

爛、表示覺空無二之本體的白色“吽”（ ）字。

光輝燦爛的“吽”字：由十方諸佛一切身、語、意、功

德、事業的加持，攝集一切智、悲、力的功德以及有情世間

的精華，並無餘融入此“吽”字，顯得光輝燦爛，就如自癡

夢中驟然醒來。這叫作專注一緣觀修“微細種子字”。



25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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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一瞬間光輝燦爛的“吽”字變成了本體為無等大

悲寶藏具德根本上師，形象為集百部靜忿本尊於一部之自性

的報身金剛薩埵本尊。

金剛薩埵本尊身色宛如十萬個太陽照耀在雪山上那般

潔白，一面二臂，右手持五股金剛杵於胸前，左手持鈴於腰

際，以十三種圓滿報身服飾莊嚴，雙足結金剛跏趺坐，身體

放射無量潔白色的智慧光芒，遍照十方世界。這叫作專注一

緣觀修“粗品本尊身”。

金剛薩埵身體等猶如水月或鏡中現影像一般了了分明，

現而無自性。



27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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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髻，表示從本以來不迷亂而且在他相續中印持大智慧。

一面，表示法身唯一勝義明點。

雙眼，表示如所有智、盡所有智。

兩耳，表示二諦雙融。

兩個鼻孔，表示自他二利任運自成。

嘴唇，表示平等大樂。

牙齒，表示圓滿四十二寂靜本尊壇城。

舌頭，表示輪涅平等周遍。

二臂，表示智慧方便無二。

十個手指，表示五身、五智。

兩足，表示不住輪涅二邊。

身體十二關節，表示清淨了流轉之十二緣起有支。

十個腳趾，表示圓滿五方佛、五佛母。

金剛跏趺坐，表示遠離三世的遷變。

完整的身體，表示一切功德成就之身。

自毛孔中發出的智慧光芒，表示八萬四千法門。



29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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綾羅五衣

1、冕旒

2、肩披

3、飄帶

4、腰帶

5、裙子

珍寶八飾

6、五佛冠

7、耳環（左右二者算為一個）

8、項鏈

9、臂釧（左右二者算為一個）

1 0、瓔珞（短瓔珞、長瓔珞算一個）

11、手鐲（左右二者算為一個）

1 2、腳鐲（左右二者算為一個）

1 3、足環（左右二者算為一個）



31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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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三種飾物，表示以大悲悲愍有情，或者不斷五欲而顯

現清淨妙相莊嚴的裝飾。

二、綾羅五衣，表示勝伏五毒煩惱。

三、  珍寶八飾，表示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33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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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密宗內續部講，右手持金剛杵，表示勝義不壞的金剛

或者殊勝的方便，上面的五股表示五方佛，下面的五股表示

五方佛母，上下的蓮花葉表示菩薩、菩薩母，珠鬘表示寂靜

本尊，中間圓形的杵柄表示遠離一切戲論的無上法界宮。

按密宗內續部講，左手持鈴，鈴表示殊勝智慧，所以鈴

的上部有金剛界自在佛母的面相，其上半個金剛杵表示樂空

二者互相印持；鈴上八朵蓮花上有八個種子字，表示金剛界

自在佛母以外的所有佛母、菩薩母；半滿瓔珞以及上下兩圈

橫豎的金剛杵表示以殊勝方便來莊嚴殊勝智慧；有些鈴的內

壁有嗡、阿、吽三字，表示佛尊的身、語、意；鈴舌表示大

樂的源泉或者能證的智慧；內壁的圓形空間表示遠離一切戲

論的空性法界。



35

金剛杵，表示佛的五
種智慧。

金剛鈴具有本尊面相，下
續部說此面相表示毗盧遮
那佛，上續部說此表示金
剛界自在母。

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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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皈依、發心、觀想聖尊是四力中的第一力──依止

力，這是一個如法懺悔必須依止的方面。真正生起皈依聖尊

之心，又生起利益無量眾生的菩提心，再加上聖尊的身相明

觀於眼前，三個方面聚合起來，就有懺悔的強大依止力，這

樣懺悔力就很強。

下面念誦觀想聖尊偈

阿　自前如海供雲中

　　白蓮月輪座墊上

　　部主金剛薩埵尊

　　明現潔白皎月色

　　一面二手持鈴杵

　　圓滿報飾跏趺坐

　　放射智光遍十方

　　澄淨意中觀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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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觀聖尊以後，猛厲祈禱上師金剛薩埵：

本來上師金剛薩埵的法身遍於十方世界，他的願力周

遍一切時空，如金剛般最真實、堅固，始終不會欺騙我們，

是我們永可信賴的歸命境。但他的加持只融入祈求者的心相

續，所以，我們現在懇切祈禱，就是打開自心領受願力加

持。祈禱越真誠、越猛厲、越廣大，上師金剛薩埵給我們的

加持就越深、越快、越強。最好這樣祈禱：“嗚呼！上師金

剛薩埵母親，請您憶念往昔所立誓願，我們這些在三有大海

中長劫領受三苦、八苦等無量痛苦、孤立無依的孩子，哀求

您大慈大悲，在法界中攝持我們，千萬不要捨棄我們！”

這樣發露懺悔：無始至今，由貪嗔癡引發、以身語意

所造一切能憶起、不能憶起的自性罪和佛制罪，如十惡業、

五無間罪、近五無間罪，違犯三乘戒學處等，逐條回憶，如

服巨毒般在慚愧、後悔、恐怖的心態中，不覆不藏，深生追

悔，發露懺悔。並求加持：“請您以大智慧觀照、以大悲眼

垂念我們，以天耳聽我們發露懺悔，今天對您無好事可說，

我們無始所造的無量罪業，現在如法發露懺悔，一定要讓罪

業當下清淨，在未離座時就請您加持消滅罪業。”上師金剛

薩埵最慈悲，不會嫌我們罪業重，越是敢發露，越是發露得

真誠、徹底和直接，加持也來得越直接、快速和強烈。

這是四力中的第二力──破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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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上師金剛薩埵面前立誓防護罪業：

發誓從今天開始，縱然遇到生命危險也絕不再造惡業，

因為若沒有今後絕不再造的恢復力，就不能徹底斷絕罪業相

續。

我們要知道，僅僅口頭上說不再造惡遠遠不徹底，需要

對十不善等每種罪業仔細觀想，一一發誓非僅自己不再作，

也不勸他作、不隨喜他作。比如斷除殺生，心想以後絕不殺

生，不殺獅子、老虎、人等大動物，不殺豬牛羊魚等畜生，

也不殺蝨子、蚊子、蒼蠅等小動物，更不能直接間接墮胎。

這是四力中的第三力──恢復力。

之後，持誦百字明、金剛薩埵心咒對治罪業：

盡力行持一切對治往昔所造惡業的善業，如頂禮佛菩

薩、隨喜他人福德、一切善根迴向菩提、護持本來面目等對

治自性罪和佛制罪，都是現行對治力。此法門則是著重至心

持誦咒王百字明及金剛薩埵心咒。

這是四力中的第四力──現行對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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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我們以放逸或者忘失正知正念，很容易造下罪業，

這時不能擱置，應當及時以四力懺悔。

我們懺悔罪業能消除多少，是從根本拔除還是從枝末

拔除，完全取決於懺悔心猛不猛厲、四力具不具足、修持時

間是否相續恆常等，懺悔的質量就在這上面。這上面越能提

高，懺罪的效果就會越好。而四力當中，破惡力和恢復力的

發起又全靠修習業果，由數數思維黑業的過患，就可以生起

猛厲的追悔心和誓不再犯的防護心，這樣懺悔就會真正達到

扼要。

下面念誦祈禱及四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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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呼上師金薩尊

請憶往昔所立誓

吾等痛苦諸有情

哀愍大悲以攝持

無始以來至今生

身口意造諸罪墮

如同已服惡毒藥

深生追悔發露懺

今後縱遇命難時

亦絕不造諸惡業

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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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念修百字明：

觀想於上師金剛薩埵心間，有一朵白色的小蓮花墊，

其上有如壓扁的芥子許大小的皎白月輪，月輪上有一豎立的

白色金剛杵，杵柄處有一個如毛髮所畫般細小的白色“吽”

（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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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百字明的每個字向上豎立、互不抵觸，旋繞於中

心的“吽”（ ）字，並以祈禱的方式念誦一遍百字明：

嗡班雜日薩多薩瑪雅，瑪努巴拉雅，班雜日薩

多爹諾巴，迪叉哲卓美巴瓦，速多卡友美巴瓦，

速波喀友美巴瓦，阿努 多美巴瓦，薩日瓦悉地

美抓雅雜，薩日瓦嘎瑪速雜美，則當希央咕如

吽，哈哈哈哈伙，般嘎萬，薩日瓦達塔嘎達，班

雜日瑪美木雜，班則日巴瓦，瑪哈薩瑪雅薩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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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觀想圖

立面觀想圖

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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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從上方對面上師金剛薩埵身體的所有部分、心間

的咒輪以及月墊蓮花中，源源不斷地降下以智慧和大悲為體

性的白色甘露，經自他一切眾生的頭頂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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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把自他一切眾生的所有疾病都變成腐爛的膿血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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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把自他一切眾生的所有魔障都變成青蛙、魚、

蛇、蝌蚪、蜘蛛、蝨子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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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把自他一切眾生，無始以來由身語意所造的無量

無邊罪業，都變成煙汁、炭汁、灰、煙、雲、氣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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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自己下方的大地裂開了；同時，猶如飛瀉的洪水

沖走土塵般，膿血、青蛙、煙汁等這一切全部被甘露之流毫

無阻礙地沖走，從足底、肛門、身上的所有毛孔處呼呼地排

出體外，向下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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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所有男女冤家債主圍繞著中間頭髮豎立的死主閻

王，他們全部都是開著口、伸著手、張著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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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膿血、青蛙、煙汁等這一切全部沖到他們的口、

手、爪中，同時以慈悲心念誦百字明。

如前，觀想佛尊降下智悲的甘露來一遍遍地沖洗，並不

斷念誦百字明。如果有充裕的時間，應反覆作此觀修，這對

著重以質量為主的行者來說，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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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居於地下的死主閻王等所有冤家債主全部都心

滿意足，至此已化解宿怨、償清宿債、清淨所有的罪障。於

是，死主閻王等也都閉合他們的口、手、爪，裂開的大地又

復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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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一次性地明觀上面眾多的所緣境，就應當這樣

觀想。如果不能，則有時專心觀想上師金剛薩埵的面部而念

誦百字明，有時專心觀想上師金剛薩埵的手臂等而念誦百字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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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專心觀想上師金剛薩埵手中的鈴杵而念誦百字明；

有時專心觀想上師金剛薩埵頸脖上的項鏈而念誦百字明；有

時專心觀想上師金剛薩埵腳上的足環等而念誦百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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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專心觀想上師金剛薩埵的十三種服飾而念誦百字

明；有時專心觀想上師金剛薩埵降下甘露之流洗滌所有魔

障、罪障等而念誦百字明；有時具足翻出惡業種子的破惡

力、截斷惡業相續的恢復力專心念誦百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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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自他一切眾生的身體，猶如自然水晶般成為內外

透徹的光明之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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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身內中央有一中脈，從彼分出臍部幻化輪、心間

法輪、喉間受用輪、頭頂大樂輪，這四輪猶如傘輻一般：臍

部幻化輪有六十四脈瓣，瓣端朝上；心間法輪有八脈瓣，瓣

端朝下；喉間受用輪有十六脈瓣，瓣端朝上；頭頂大樂輪有

三十二脈瓣，瓣端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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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觀想如前那樣降下智悲之甘露，從自身頭頂大樂輪、

喉間受用輪、心間法輪乃至臍部幻化輪全部充滿白色的甘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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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由四輪分出的體內一切部分，乃至手指、腳趾尖

全部充滿白色的甘露，猶如水晶寶瓶裝滿牛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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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甘露降到頭頂大樂輪時，自他一切眾生由此獲得了

寶瓶灌頂，清淨了業障，相續中生起了喜智慧，現前了化身

的果位。

觀想甘露降到喉間受用輪時，自他一切眾生由此獲得了

秘密灌頂，清淨了煩惱障，相續中生起了殊喜智慧，現前了

報身的果位。

觀想甘露降到心間法輪時，自他一切眾生由此獲得了智

慧灌頂，清淨了所知障，相續中生起了極喜智慧，現前了法

身的果位。

觀想甘露降到臍部幻化輪時，自他一切眾生由此獲得了

句義灌頂，清淨了習氣障，相續中生起了俱生喜智慧，現前

了自性身的果位。

總之，要這樣觀想：上師金剛薩埵以大悲眼觀照我們，

以具有加持的柔和之手作灌頂，賜給我們從總的一切罪業中

解脫，尤其是清淨失壞誓言的罪障；由此自他有情的相續

中，成就一切世間圓滿以及出世間地道功德的諸悉地。

之後，念誦一遍懺悔文及求悉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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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一切諸有情，失壞身語意根本支分之誓言，悉皆發

露懺悔，業障、罪墮、種種垢染，悉為清淨而作祈禱。

懺悔文

怙主！

我以愚昧無知故

於三昧耶有缺犯

怙主上師祈救護

亦即主尊金剛持

具足大悲體性者

眾生主尊我皈依

悉地文

祈汝悲眼視吾等

柔和之手賜解脫

我與一切諸有情

失壞誓言皆令淨

一切勝共諸悉地

願今悉皆得成辦

金剛薩埵觀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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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緊接著上師金剛薩埵和顏悅色對我們說：“善

男子，善女人，你們所違犯的一切罪障都已清淨。”賜予這

樣的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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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上師金剛薩埵化為光融入我們身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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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以上師金剛薩埵化光融入為助緣，自他一切有

情變成了“透明潔白皎月色，一面二手持鈴杵，圓滿報飾跏

趺坐，放射智光遍十方”的金剛薩埵佛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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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金剛薩埵心間壓扁如芥子許的月輪上，

中央是藍色的“吽”（ ）字，

吽前面是白色的“嗡”（ ）字，

右邊是黃色的“班雜日”（ ），

後方是紅色的“薩”（ ）字，

左邊是綠色的“埵”（ ）字，

然後念誦“嗡班雜日薩埵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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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從五字（“班雜日”算一個字）依其次第向上放

射白、黃、紅、綠、藍五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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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五色光的頂端幻現嬉女等供養天女，她們揮手散

出八吉祥徽、輪王七寶、幡傘、寶幢、華蓋、千輻金輪、右

旋海螺等無量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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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把八吉祥徽等無量供品供養安住於十方世界廣大

無邊、不可思議剎土中的諸佛菩薩，令他們心生歡喜，從而

圓滿了資糧、清淨了罪障。



93金剛薩埵觀想圖



慧光集（38）
——淨障修法文94

又觀想諸佛菩薩的一切大悲、加持變成了五顏六色各種

各樣的光，融入自他有情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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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各色光融入後，自他有情相續中現前藥物持

明、受用持明、身持明等共同悉地，以及異熟持明、壽命自

在持明、大手印持明以及任運持明的道果位殊勝悉地，這是

準備自利法身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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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從五字依其次第放射白、黃、紅、綠、藍五色

光，向下放射出無量無邊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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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無量無邊的光芒照耀三界六道一切眾生，讓自他

有情相續中所有的罪障、痛苦、習氣等全部清淨，猶如暗處

出現太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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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一切外器世界變成現喜剎土，一切內情眾生變為

各自為白、黃、紅、綠、藍色的五部金剛薩埵之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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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現喜剎土、五部金剛薩埵都發出念誦“嗡班雜日

薩埵吽”的嗡嗡之聲，這是準備他利色身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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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一邊作觀想，一邊盡力念誦金剛薩埵心咒。到最後

收座時，又觀想現喜剎土的一切外器世界，全部收攝於內情

五部金剛薩埵尊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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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五部金剛薩埵尊眾從邊到中依次化為光，融入

自他一切有情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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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自他也從邊緣逐漸化光融入於心間的“嗡”

（ ）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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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嗡”（ ）

融入“班雜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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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班雜日”（ ）

融入於“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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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薩”（ ）

融於“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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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埵”（ ）

融入“吽”（ ）字的

“雅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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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雅傑”（ ）

融入“短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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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短阿”（ ）

融入“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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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觀想“哈”（ ）融入頭部的日月明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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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達”（ ）之間次第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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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觀想“那達”（ ）也如彩虹消於空中般地消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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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於自心明空雙融、無緣離戲的境界中，稍許放鬆而

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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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又開始生起分別念時，則再將一切器世間都明觀為

金剛薩埵剎土，一切情世間都明觀為五部金剛薩埵佛尊，並

念誦一遍迴向文、發願文、吉祥文。

迴向偈

此善為主三世善

迴向為利無邊眾

願諸一切能速得

金剛薩埵之果位

發願偈

我與一切諸有情

失壞誓言皆令淨

一切勝共諸悉地

祈今悉皆得成辦

吉祥文

嗡　諸現清淨身莊嚴

　　諸聲圓滿密咒性

　　諸念成熟智慧中

　　盛德圓滿願吉祥



133
淨障修法文

——金薩觀想圖

謂依具德金剛薩埵淨除罪障

成就二利之如意寶珠修法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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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薩埵修法

如意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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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薩埵修法

如意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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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薩埵修法

如意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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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薩埵修法

如意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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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以祈禱的形式，且具足四對治力

而誦唸四十萬遍的“嗡班雜日薩埵吽”心咒

後，則破根本誓言罪亦能清淨也。薩瑪雅！

最後迴向及誦吉祥偈也。



143
金剛薩埵修法

如意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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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丁丑年三月十一日，由阿旺羅珠宗美之清淨覺性力中顯

現時，其弟子無垢戒者筆錄。願諸吉祥！

公元一九九七年四月七日

金剛薩埵修法
如意寶珠



慧光集（38）
——淨障修法文146

若如法唸此心咒四十萬遍者，則獲得唸三百億六字心咒

之功德，今生必成辦一切所願之義，來世亦決定往生極樂世

界等自己所欲之淨土，恭請諸位應當了知此理。此乃晉美彭

措等喇榮大佛學院之上萬僧眾為證。  願增吉祥！

註：若欲修習此法者，請至中心接受仁波切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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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障修法文

——金剛薩埵修法如意寶珠

四力懺悔



加行四厭世心

皈依之前，先應思維四種共同加行，對新修者最低應引

導以下內容：

一、從暇滿方面思維；

二、從壽命無常方面思維；

三、對業果成熟之理思維；

四、從輪迴過患方面思維。

此前如果沒有做過再再思維，引導者應在詳細講解之

後，令修者反覆觀修，直到生起感受為止。此處則隨已觀修

的情況，按所修內容簡略地歸納引導。

思維：如如意寶一般的暇滿人身，是極難再得、得時具

有大義的所依，此次擁有時，應當精進修習成辦究竟利樂的

聖法。

然而此生猶如空中剎那閃電般，何時死歿無法決定，因

此不能向後拖延，應當現在立即投入修法。

死亡之時，此世的飲食、財富、受用、親怨、住宅及身

體的勢力，無一能隨你而去，對自己沒有一毫許的利益或損

害。需要觀察思維：不論勝利或失敗、安樂或痛苦，總之此

生的所作所行均無任何必要與實義。

四力懺悔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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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白二業如影隨形，死後仍然將隨身不離，已造的

罪業無法捨棄，善業未造也不可能帶走半點。

如果以有漏善業轉生善趣，顯現上似乎有安樂之相，可

是終究如一場好夢般，瞬間就會轉變消失。輪迴中的一切─

─勝利或失敗、安樂或痛苦，都是高下變易，並無永久安住

的一法。因此，輪迴再妙也無實義。除正法外的所作所為，

都未超離無意義感受痛苦的輪轉。

按照這樣，從內心深處反覆思維並真實修習，內心需要

如量修到，此點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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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行四力懺悔

（一）以皈依、發心具足依止力

無始以來所造的罪業無量無邊，隨時都可以把我們拉進

惡趣的痛苦深淵，如果沒有出世間無漏的對治，單憑自力無

法根除罪業種子。此時此刻，誰能拔除我們相續中的業障？

唯有無欺怙主百部壇城主尊──上師金剛薩埵。

金剛薩埵因地發願：“願我未來現證佛果時，設有眾生

造五無間罪，破壞誓言，彼等眾生若聞我名，作意於我，念

誦百字咒王，則一切罪障無餘清淨，此願不成，我終不證無

上菩提。願我住於破戒者前，一切罪障悉能清淨。”金剛薩

埵已經成佛，願力真實不虛，因此成為一切眾生懺悔業障最

殊勝的所依。病重須靠良醫，嬰兒須依慈母，業障深重的我

們，應當以信心皈依佛尊，一心向佛尊虔誠祈禱，求他哀憫

加被。修持時，由於金剛薩埵本體觀為根本上師，因此是把

上師瑜伽和懺悔法合一而修，具有如如意寶一般隨欲滿願的

力量。

其次是發菩提心。主要緣六道有情發大悲心。懺悔前應

當思維：無量有情是我前世的慈母，為了養育我成人造了多

少罪業，現今她們如囚犯般深陷在惡趣牢獄中，以謗法、邪

四力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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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等重罪，正感受著慘烈劇苦。母正受苦，我心豈安，因此

最低應發起造作菩提心，代諸母懺罪。這樣發心清淨，功德

巨大，以緣起不空耗，諸母有情都能得蒙利益。

總之，依止力須要以內因與外緣聚合才能如量生起，

外緣為上師金剛薩埵的願力，內因即皈依心與菩提心。要點

為：思維上師金剛薩埵的功德生起勝解信，一心皈依；思維

六道有情的痛苦生起大悲心，誓願拔除眾生罪業，而引生菩

提心。不以皈依攝持，不屬內道佛法；不以發心攝持，不屬

大乘修法。因此，最初較其他修法，更應當重視皈依發心。

凡是大德所造的儀軌中，均一致要求須念三遍，這僅是對共

修的要求。以個人單修來說，乃至未引生信心之前，反覆憶

念數十遍也是需要的。

（二）以察過、悔罪、立誓、持咒具足後三力

譬如體內有了癌細胞，不及時治療，癌細胞會不斷擴

散，最終危及生命。因此，為了維護健康，要對身體詳細檢

查，一旦發現有癌變部位，應依止醫師及時切除，配合服用

藥物、遠離一切致癌因素等，便能最終痊癒。

凡夫造罪之後，在識田中薰入罪業種子，如不及時檢

查、對治，罪業種子成熟時，諸佛也無法遮止。因此，盡可

能及早檢查罪業並及時懺除，最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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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檢查呢？即往前回憶何時何處造過何種惡業。查知

後，內心慚愧、口中陳述、身體恭敬，在金剛薩埵本尊前發

露，不覆不藏，如有追悔之心，即具破惡力 。反省應具體

到位，逐類觀察自相續中有哪些罪業，然後誠心發露，則如

樹根暴露、枝葉便會枯敗一般，可以破壞惡業。

恢復力 ，即心中清晰觀想並發誓願：今後縱遇命

難，也不造此惡。關鍵須發起誠意防護之心，才能截斷罪業

相續，否則悔罪僅為空言。

對治力 ，即持念金剛薩埵心咒及百字明，如服無上妙

藥，以密咒神功，可速消業障。要點為：深信密咒與金剛薩

埵聖尊無二，督攝六根，至心念誦。

《金剛薩埵修法儀軌》中說：“‘一切三世佛的本性，

上師金剛薩埵六字心咒，若誰能得聞此咒，也是往昔曾供養

無量諸佛，做無量佛事的果報，並且將來往生金剛薩埵的剎

土，獲得諸佛的加持，趨入大乘道，具足神通，現前勝觀

智慧之眼，決定成為佛的究竟意子。《集經密續》中如是宣

說。《金剛手續》云：‘如能如理念誦十萬遍心咒，則可清

淨毀壞根本誓言重罪。’《歸攝本性後論》云：‘僅僅念誦

一遍上師金剛薩埵心咒，即是對自己的大護持，並剎那獲得

殊勝悉地。’”

四力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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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垢懺續》中說：“百字明是一切善逝的智慧精華，

能夠淨除所有的失戒與分別念的罪障，稱為一切懺悔之王。

若一次性念誦一百零八遍，則可酬補一切所失之戒，將從三

惡趣中獲得解脫。

任何一個修行者如果能發誓念誦，則不但此人今生會被

三世佛視為勝妙長子而加以救護，而且後世也無疑將成為諸

佛之長子。”

懺罪的功效完全取決於四力對治是否具足與猛厲，因

此，通過觀修引生四力至關重要。

了知原理和方法之後，應將四力懺悔落實，即反省應具

體化，發露應具體化，發誓不造也應具體化，不能流於口頭

形式。

【註釋】

破惡力：  又稱厭患對治力、破壞現行力、捨業之力、

能破力。

恢復力：  又稱返回對治力、遮止罪惡力、不二過之

力、遮止力。

對治力：又稱現行對治力、善業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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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行迴向善根

修懺結束時，應將修法善根及三世所有善根，迴向一

切眾生，祈願自他速得金剛薩埵果位。由此可令善根增長無

盡。經云：“水滴落入大海中，海未乾涸其不盡，迴向菩提

善亦然，未獲菩提其不盡。”

總之：

以皈依、發心具足依止力；

以思維過患引起破惡力和恢復力；

以檢查罪業誠心發露具足破惡力；

以立誓防護具足恢復力；

以持念密咒具足對治力；

以迴向使懺悔功德增長無盡。

四力懺悔



依次懺悔諸罪



（一）懺悔謗法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三摩地王經》云：“若毀此贍部洲中一切塔，若誹謗

契經，此罪極尤重。若弒盡殑伽沙數阿羅漢，若誹謗契經，

此罪極尤重。”

《般若八千頌》云：“何人若造五無間，不及相似謗正

法。”又云：“其謗法者，捨棄一切三世如來正等覺智，又

捨一切種智。是故損毀諸正法，以此業感，於地獄中焚燒俱

胝萬年。其後雖從彼地獄中解脫，又轉移他方世界之地獄，

此獄壞時，又遷往他方世界之地獄而受焚燒之苦。復次轉生

傍生界之閻羅世界，彼等處盡業已，一旦轉為人身，然以往

昔種種謗法、捨法之罪成熟，無論生於何處皆成盲者、糞掃

者、劣種者、竹工者、瞎眼者、鼻舌手足不全者，痲瘋病、

病者、駝背者等，或生於不聞三寶名之地。”

謗法重罪若不懺除，往生無份。彌陀願王第十八願說：

“我作佛時，十方眾生聞我名號，至心信樂。所有善根，心

心迴向，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

五逆，誹謗正法。

依次懺悔諸罪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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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對顯教 起邪見誹謗；

對密教 起邪見誹謗；

對於佛法，執著一者是成佛障礙，另一者是成佛方便，

貪執自宗，嗔毀他宗；

對某宗佛法輕視不恭敬，在不通達密意時，隨口批評、

貶低、呵斥；

對顯密經續論典，輕視、褻瀆。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檢查後，應在金剛薩埵本尊像前具體發露，如今是以金

剛薩埵身像救度眾生的時期，能依像誠心發露罪業，佛尊以

願力決定賜予加持。

今生或許未造謗法罪，但無始以來曾經自作、教他作、

見作隨喜，若不對治，業力成熟時決定墮落，故應懺悔無始

以來所作。（以下懺罪時均應如此。）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縱遇命難，也決不對任何佛

法詆毀、輕捨、破壞。並發護法大願：生生世世護持各宗派

的教法和證法，使三寶種姓相續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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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註釋】

 顯教：即禪宗、淨土、華嚴、天台、唯識、戒律、中

觀、俱舍、因明等教法。

 密教：即藏密寧瑪、格魯、薩迦、噶舉、唐密、東

密等教法。

依次懺悔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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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懺悔五無間罪

五無間罪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惡心出

佛身血。按《祖法金藏論》所說，殺害父母及具法眼的堪布

阿闍黎等智者，不需經過中陰，直接墮入地獄，該論中說殺

上師也屬無間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五無間罪，報在無間地獄。《地藏十輪經》說：“造

五無間及近無間，四根本罪，並謗正法疑三寶等。⋯⋯隨造

一種，身壞命終，無餘間隔，定生無間大地獄中，受諸劇

苦。”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中，地藏菩薩說：“若有眾生

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若有眾生出佛身血，誹謗三寶，不敬尊經，亦當墮於無間地

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無間地獄受苦的情形，《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中說：

“獨有一獄，名曰無間，其獄周匝萬八千里，獄牆高一千

里，悉是鐵圍，上火徹下，下火徹上。鐵蛇鐵狗，吐火馳逐

獄牆之上，東西而走。獄中有床，遍滿萬里。一人受罪，自

見其身遍臥滿床。千萬人受罪，亦各自見身滿床上。眾業所

感獲報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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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罪人，備受眾苦。千百夜叉及以惡鬼，口牙如劍，

眼如電光，手復銅爪，拖拽罪人。復有夜叉執大鐵戟，中罪

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拋空翻接或置床上。復有鐵鷹

啖罪人目。復有鐵蛇絞罪人頸。百肢節內，悉下長釘，拔舌

耕犁，抽腸剉斬，烊銅灌口，熱鐵纏身。萬死千生，業感如

是。動經億劫，求出無期。

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

時，輾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無間罪報，其事如

是。

相續中有五無間罪，不作懺除，此生修法不成，往生無

份。”《瑜伽師地論》云：“若有於此五無間業造作增長，

於現法中竟不能轉得般涅槃，生起聖道。”

3、檢查罪業：

五無間罪是否自作、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未來縱遇命難，也不造五無間

罪。寧捨生命不捨此誓言。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依次懺悔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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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懺悔近五無間罪

按《極樂願文》，近五無間罪包括殺害比丘沙彌、污

比丘尼、毀佛像、毀佛塔、毀壞佛堂等。一般如《俱舍論》

說：“玷污阿羅漢尼，殺害見道學道者，以及搶奪僧眾食，

第五毀壞佛塔者，此乃近五無間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殺害比丘沙彌的罪過：經中說：“任何眾生若於身著袈

裟之比丘生惡心，則彼於三世諸佛、緣覺、阿羅漢生惡心，

於三世聖者生惡心故，將成熟無量罪業之果報。”

《佛月藏經》云：“但出一佛身血者，得無間罪，尚不

可算，墮阿鼻獄，況出萬億佛身血者，終無有能說彼罪報。

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為我剃髮、著袈裟片縷、不受禁戒及破戒

者，得罪多彼，況持戒者。”

具一分戒也是功德，等同人天供養的佛塔，因此毀壞具

戒比丘尼、沙彌尼、女居士或者持八關齋戒女眾的戒律，即

是損害佛教，其人斷絕了解脫道。在此五濁惡世，對一日持

一分戒製造違緣，罪業超過百年中阻止他人供施。

毀壞佛像的罪過：經續中多處宣說一切有為善法中，塑

佛像、造佛塔、印佛經的功德極大，如果毀壞，罪過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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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花經》云：“佛陀幻化多種像，為利有情行善法。”

《耳飾經》云：“末法五百世，我現文字相，觀想彼為善，

爾時當恭敬。”佛像為佛工巧化身，經典是佛法身舍利，毀

壞、販賣經像，罪過極其嚴重。

毀壞佛塔的罪過：佛塔是佛的意所依，建塔功德無量，

反之損毀，過患無窮。

毀壞佛堂的罪過：佛堂是三寶所依之處，或為僧眾聚合

場所，即使在裡面睡覺、丟口水、鼻涕、茶渣以及放屁等也

將墮於惡趣，何況毀壞。僧護尊者在地獄中見到形如牆壁、

柱子的眾生，這是曾在經堂牆壁上吐痰，在柱子上塗唾液鼻

涕，以及因倚靠而弄髒牆壁、柱子等的果報。若取建造三寶

所依或殿堂的物質，使殿堂以原料不足而縮小面積等，也與

毀壞佛堂的罪過相同。

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殺害比丘沙彌；

對比丘沙彌惱亂、辱罵、打縛；

輕蔑、損壞法衣；

毀壞女眾戒律，或製造違緣；

毀壞、販賣佛經佛像，對經像褻瀆、謗訕、不恭敬；

依次懺悔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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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佛塔或妄加評論，在佛塔前不恭敬等；

毀壞經堂，在經堂內睡覺、丟口水、鼻涕、茶渣、放屁

等；

在經堂內坐污穢的座墊；

毀壞三寶殿堂、法座、供器等；

佔三寶地。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觀想並發願：今後決不殺害沙彌比丘，不污具戒

尼，任何惱亂、打罵、輕慢、褻瀆的行為都不做，不毀壞佛

塔佛像佛堂，下至起一不恭敬心也做防護，縱遇命難不捨此

誓言。

同時發願：今後恭敬如來教下一切沙彌比丘，下至現

僧相者，對於佛塔、佛像、佛堂、經書均視如真實三寶而恭

敬。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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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懺悔殺生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無論貪嗔強弱，殺一有情將轉生三惡趣，在

長達一中劫，約人壽二百億年中受苦。感受等流果：從三惡

趣中出，生於何處，都以往昔殺業害命，需要償還五百次生

命，而且遭受短命、多病等厄運。

同行等流果：投生為鷂鷹、豺狼等嗜殺的傍生，若得人

身，也將轉為屠夫等。

增上果：成熟於自身方面，以往若使眾生喪失威力、威

嚴，自己將轉為無威力無威嚴、極衰弱卑下之人等；成熟在

外境上，則是所生之處，貧瘠荒涼，並且經常遭受病魔、怨

敵、強盜等的威脅。

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殺人，墮胎；

非法烹炮生物，使受極苦；

釣魚、射鳥、填穴、覆巢、破卵、傷胎、發蟄、驚棲

等；

是否有以下不慈悲眾生的行為：

依次懺悔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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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殺不救；

見人畜死，不起慈心；

役使畜牲至精疲力竭，不憐其苦，強行役使或鞭打；

欺弄損害盲人、聾人、病人、愚人、老人、小孩；

籠繫禽畜；

見鰥寡孤獨、貧民、飢渴、寒凍等不做救濟；

看暴力片、戰爭報導等而隨喜。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未來絕不殺生，不殺獅子、老

虎、龍等大傍生，不殺豬、馬、牛、羊等畜牲，不殺蚊、

蠅、跳蚤、蝨子等。縱遇命難也不捨此誓言。為堅固誓願，

觀想有人拷打逼迫自己，也絕不殺生，下至以身口意損辱有

情的行為都不做。發願：盡未來際饒益、救護眾生。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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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懺悔不與取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根據動機大小不同，分別轉生於三惡趣中。

感受等流果：幸得人身也轉生為乞丐、雇佣等，雖有

微量財富，也遭強者搶劫、弱者盜竊，遺失虧損毀盡等，與

天、人、鬼共享而無有自主權。而且，飲食無營養，莊稼遭

受銹病、霜雹或為蟲害所毀。如今為貧困、虧損所逼的這些

人完全是往昔盜取他人財食的果報。

同行等流果：生生世世喜歡行竊，經商詐騙，轉於傍生

中也是成為愛偷盜的老鼠、竊狗等。

尤其是僅盜竊微乎其微的供品或塑佛像、造佛塔、印經

書的財物，也將墮入寒地獄或餓鬼中。若享用針尖許的三寶

財物，也必定墮入地獄。

增上果：成熟於外境上，只能轉生於土地貧瘠、飢荒頻

仍的地區。

盜三寶、上師、父母財物的過患：《觀佛三昧經》云：

“盜僧鬘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寶梁經》云：

“寧啖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方等經》云：“五逆四

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念住經》云：“從

依次懺悔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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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僧，雖取少許亦成重大。若不與取佛法僧物，仍以彼等

同類奉還，盜佛法者，即得清淨；盜僧伽者，乃至未受不得

清淨，福田重故。若盜食物，當墮有情大那落迦，若非食

物，則當生於諸獄間隙，無間近邊極黑暗處。”對三寶上師

父母財物，僅盜一根針也將墮入無間地獄。

比丘、沙彌在僧眾共有的收入中只取一錢銀兩，也將獲

得所有僧人數量的他勝罪。

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不與取三寶物、上師物、父母物、國家物、私人物；

對三寶物、上師物、父母物、國家物、私人物，損壞不

賠償；

對三寶物、上師物、父母物、國家物、私人物，借貸不

還；

偷稅漏稅，威取詐取，小出大入；

公款挪為私用；

因果差錯，非專款專用。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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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絕不造偷盜不與取、欺詐不

與取、權威不與取，不盜三寶、上師、父母物，不取任何有

主物，縱遇命難不捨此誓言。為堅固誓言，觀想即使飢寒將

死，也不盜用不義之財，下至任何對他人財物不愛惜的行為

都斷除。發願：盡未來際上供下施，饒益眾生，供養上師三

寶。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依次懺悔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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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懺悔邪淫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根據邪淫動機，分別轉生於三惡趣，重者轉生

到鐵柱山地獄或不淨淤泥中，或轉為女人胎中的寄生蟲。

感受等流果：設得人身，也將感受妻子遭人強搶，或者

妻子不稱心意、妻子行偷盜、性情惡劣，夫妻如仇敵相遇一

般的果報。許多家庭不美滿，夫妻整天吵鬧不休，最後不得

不離婚、分居等，這是往昔邪淫的等流果報。

同行等流果：生生世世對女人貪得無厭，喜歡邪淫，或

轉生為雞等貪心強烈的傍生。

《法苑珠林》云：“佛言邪淫有十罪：一者常慮彼夫

所殺；二者夫婦不睦；三者惡增善減；四者妻子孤寡；五者

財產日耗；六者惡事常被人疑；七者親友誹謗；八者廣結怨

家；九者死入地獄；十者報盡為男，妻不貞潔，報盡為女，

多人共一夫。”

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非所應行、非支、非時、非處而行淫；

欲染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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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情；

見良家美色，起心私之；

觀看、傳播淫穢書刊、繪畫、影視；

鼓吹欲愛；

於不清淨場所過往觀聽；

意淫、手淫。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永離邪淫（出家則斷淫），

對一切異性，不論何種年齡、身分，都持梵行守身如玉。為

堅固誓願，觀想美色當前，即使捨命也不犯淫，下至起心動

念都做防護。而且發願：稱讚梵行功德，引導一切有情遠離

淫欲，獲得清涼。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慧光集（38）
——淨障修法文174

（七）懺悔妄語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根據說妄語的動機不同，分別墮入三惡趣中。

等流果：雖然轉生為人，但所說的語言連自己的父母也

不相信，本想說實話卻成了說妄語，口中發出難聞氣味，口

齒不清、結結巴巴。見到了卻說沒見到等，說此類妄語者轉

生為盲人等。不管到哪裡總是遇到妄言欺騙者，此人所作所

為全是徒勞無義，生生世世喜歡說妄語。

《大智度論》云：“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

一、口氣臭；二、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雖有實語，人

不信受；四、智人謀議，常不參與；五、常被誹謗，醜惡之

聲周聞天下；六、人所不敬，雖有教敕，人不承用；七、常

多憂愁；八、種誹謗業因緣；九、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

若出為人，常被誹謗。”

律藏中說：“說妄語者如水器中之水傾倒後所剩甚微一

般，其功德僅有少分而已；猶如剩餘微量之水亦漏到地上一

般，其梵淨行之諸功德皆漏失無遺；猶如空空的容器倒放一

般，梵淨行及所有的功德均一敗塗地；如同狂象無所不作一

樣，愚癡說妄語之人無所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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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秘要經》云：“若有四眾，於佛法中為利養故，

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

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此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

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

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剎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

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

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波旬

種，為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

之後，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

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啖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

中，生常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瘖

瘂，癃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

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未見佛菩薩、鬼神等而說已見；

未得證相、授記等而說已得；

未通達法義而說已通達；

對正法、上師、僧眾無理誹謗；

欺騙上師、父母等；

為求名聞利養妄說功德，欺騙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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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經商等時為求名利而說妄語。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未來絕不說妄語，不未得謂得、

未證言證，對上師、三寶、父母等重境決不誹謗、欺騙，乃

至對任何有情都不說妄語。縱遇命難不捨此誓言。為堅固誓

願，觀想被拷打逼迫或以億萬美鈔引誘，也不說妄語。並發

願：一切時處說誠實語。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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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懺悔離間語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造離間語，將會墮入三惡趣中，或者在拔舌、

烊銅、犁耕地獄中長劫受苦，或者墮為畜生啖食糞穢，如鵜

鶘鳥，無有舌根。

感受等流果：即使得到人身，舌根不具，口氣臭惡，喑

啞謇澀，齒不齊白，即使說善語，他人也不信用。又由餘報

所感，眷屬鄙惡、不和合，不願意住在一處，心不穩定。

同行等流果：以串習力，總是喜歡說離間語。《極樂願

文大疏》中說：“如《文殊根本續》中說：‘若有一個在寺

廟、上師之間製造矛盾，猶如攪拌血液的棍子一般的人，則

其死後立即墮入無間地獄中⋯⋯。’若挑起僧眾發生糾紛，

則直至未緩解之前，當地的所有眾生都因生起嗔心而墮入地

獄，好似焚焦的大地無法生長苗芽一般，發生糾紛的村落所

在地數由旬以內不能生起修持佛法之果。”

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挑撥上師大德與其眷屬之間的關係；

破壞佛教團體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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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道友關係；

離間他人骨肉；

破人婚姻；

離間同事、朋友、鄰里、主僕、師生等關係。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未來決不對上師、大德、道友說

離間語，決不對一切團體、個人說離間語，進而對一切有情

都不挑撥離間，下至破人關係的念頭也不生起。縱遇命難不

捨此誓言。發願：一切時處說和合語，對於關係破裂者勸其

和好。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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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懺悔粗惡語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分別墮入三惡趣中。雖得人身也是不聞一句悅

耳之語，恆時心情煩躁，遭受眾人欺辱，經常擔驚受怕，猶

如野獸，心不自在，常遇惡友，並且轉生之地皆是劣境，生

生世世中口出惡言。

特別是若指責佛像、佛塔，必受果報。

無論取何種惡名，都會感受五百次那樣的等流果報。若

對比丘沙彌等取惡名，其異熟果將墮入地獄。

如《因緣品》云：“天生一出言，便說惡語者，猶如利

斧頭，將砍斷自己。”烏金蓮師曾說：“惡人之語如毒樹，

觸於何處斷一截。”經中云：“為惡語垢所制伏，無論何者

無安樂，猶如獅蛇極凶殘，惡語之人無善趣。”《報恩經》

中說：“熾熱諸鐵輪，恆旋頭頂上，其苦非難忍，（倘若說

惡語，果報更難忍，）永莫說惡語。⋯⋯熾熱諸鐵輪，恆旋

頭頂上，其苦非難忍，（倘若說惡語，果報更難忍，）於聖

莫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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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口惡：

對上師、三寶、尊長、父母、平交、卑幼說粗惡語；

出損德之言；

揚人之惡；

取人外號；

刻意搜求先賢之短；

辯論生嗔而惡口；

指責佛像佛塔。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絕不說粗惡語，不對上師、

三寶、父母、尊長說粗惡語，不對道友、同事、卑幼說粗惡

語，下至傍生也不說粗惡語，縱遇命難不捨此誓言。發願對

有情說悅耳之語。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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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懺悔綺語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分別墮入三惡趣中。轉生為人，也將成為諸人

不喜，如瘋子般言繁語雜，心煩意亂，誰也不相信他的話，

生生世世中愛說綺語。

以綺語將損壞念修功德，蓮師說：“雜有綺語誦一月，

不如禁語誦一日。”

《法苑珠林》云：“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業生，

罪業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為乖

理。”

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口惡：

宣說鬥訟競爭語；

樂說無關語；

對外道論典、外道咒以愛樂心受持諷誦；

在大眾場合喜談王論、臣論、盜賊論等；

說嬉笑、遊樂、愛欲等語；

說醉語、顛狂語；

說邪命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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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誦經咒夾雜世語。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絕不說鬥訟語、競爭語，不

說無關語，不說嬉笑、遊樂、愛欲等語，不說世間王、臣、

盜賊等論，不閱不誦能引貪嗔的外道

論典。縱遇命難不捨此誓言。發願以正念攝持，說具義

語。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183依次懺悔諸罪

（十一）懺悔貪欲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異熟果將墮入三惡趣中。倘若幸得人身，也是相貌醜

陋，貧窮可憐，雖有財富也易毀盡，由於貪欲作障而使心中

所願無一實現，生於惡境，常常成為具貪心者。

3、檢查罪業：

是否有過以下惡心：

佔人財產之心；

貪求供侍之心；

貪求恭敬之心；

貪求利養之心；

炫耀功德、貪圖名聲之心；

貪求天人妙欲之心；

貪求權位之心。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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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在任何境緣下，都努力遮止

對於財富、名聲、恭敬等生起貪欲。縱遇命難不捨此誓言。

發願少欲知足。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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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懺悔嗔恚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由害心所感將墮入三惡道中。假設僥倖得到人身，也是

相貌醜陋、愚昧無知，身心常為種種痛苦所逼，受到眾生欺

凌，轉生於空曠恐怖、邊鄙野蠻、刃等橫死，生生世世唯起

害心，無有生起慈心的機會。

3、檢查罪業：

是否有過以下惡心：

心想如何令他遭受殺縛；

願他由他緣或自身任運損耗財物；

念他已作正作無義而思報復；

願他現世喪失親屬；

願他現世喪失資產；

願他現世事業失敗、功名不成；

願他聞思修等善法失壞；

於他遭遇不幸內心歡喜；

願他親友以自緣或以他緣而衰損；

願他後世墮落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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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對一切有情下至螞蟻蚊蟲，

不起損害之心。縱遇命難不捨此誓言。發願對一切有情生起

慈愛之心，行持無害行。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187依次懺悔諸罪

（十三）懺悔邪見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邪見的果報，根據意樂不同，其異熟果即分別墮入三惡

趣中，尤其是墮入無間地獄後，需要感受其餘地獄的所有痛

苦，之後接連不斷地轉為傍生。假設幸得人身，也因往昔不

善業的等流果而空耗，生生世世中轉生為邪見者等，其過患

無法想像。具邪見之人的善根也將成為痛苦之因。如龍樹菩

薩云：“若欲趨善趣，當修習正見，邪見者行善，其果亦難

忍。”

《普賢上師言教》中說：“即使在相續中生起一剎那的

邪見，也將失毀一切戒律，不能列入佛教徒的群體中，也不

算是閒暇的人身了。相續已被邪見染污，從此以後，即使是

行善也不能趨入解脫聖道，造罪也沒有懺悔的對境。”

《大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

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

作苦味，邪見之人亦復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

3、檢查罪業：

是否有過以下邪見：

謗無前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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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無業果，認為修善無功德、造惡無過患；

謗無三寶；

謗無淨土。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再不對三寶、業果等生邪

見。縱遇命難不捨此誓言。發願使一切有情生起業果等正

見。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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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懺悔具力重罪

1、皈依發心

2、思維過患：

緣三寶菩薩造罪的過患：

《日藏經》中特說犯戒，受用僧物少許，或葉或華或

果，當生有情大那落迦，設經長夜而得脫離，復當生於曠野

屍林無手乏足諸傍生類，及無手足盲餓鬼中，經歷多年恆受

苦等極大過患。

《能入發生信力契印經》云：“設如有一由忿恚故，禁

閉十方一切有情於黑暗獄，若有忿恚背菩薩住，云不瞻視，

此暴惡者，較前生罪極無數量。又較劫奪南贍部洲，一切有

情一切財物，若有輕毀隨一菩薩，亦如前說。又較焚毀殑伽

沙數諸佛塔廟，若於勝解大乘菩薩起損害心，發生嗔恚，說

諸惡稱，亦如前說。”

《入行論》云：“博施諸佛子，若人生惡心，佛言彼墮

獄，長如心數劫。”

《制罰犯戒經》云：“較諸世人，具十不善，經百歲

中，恆無間缺所集眾惡。若有比丘毀犯尸羅，仙幢覆身，經

一日夜，受用信施，不善極多，亦是由其所依門中，罪惡力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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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蘊經》云：“若出家之人，輕視學處，不敬法衣，

蓄髮留鬚，塗敷脂粉等，命終之後墮入孤獨地獄，彼雖入地

獄仍不失僧形，於三衣及鉢墊等中烈火熾燃，燒身受苦。”

《三摩地王經》云：“若互相嗔恚，非戒聞能救，非定

非蘭若，施供佛能救。”

緣上師造罪的過患：傳授三乘戒的堪布阿闍黎等，恩勝

諸佛，對其一剎那生起邪見、惡心等，也會墮入地獄，僅僅

生起我勝過上師的少許分別念，甚至對於從字面作過講解的

阿闍黎、得過四句傳承的上師不恭敬，罪過也很嚴重。　

《時輪金剛本續》說：“密乘弟子對金剛上師生起多少

剎那的惡心，必定會墮多少個大劫的金剛地獄。”

續部中云：“聞一偈頌者，若不當作師，百世轉為狗，

成為具痣者。”“依止上師後，無論其好否，豈能違教言，

彼若失此印，墮金剛地獄。”“縱然無功德，依師若捨棄，

侮辱諸上師，誹謗三世師，其罪說不盡。”

緣父母造罪的過患：《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父

有慈恩，母有悲恩，長養之恩，彌於普天，憐愍之德，廣大

無比，世間所高，莫過山岳，悲母之恩，踰於須彌。世間之

重，大地為先，悲母之恩，亦過於彼。若背恩不順，令其怨

念，父母發惡，子即墮落。世間之疾，莫過猛風，怨念之

徵，復過於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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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查罪業：

是否造過以下罪業：

以犯戒身受用僧物；

以已施僧眾比丘物，自用或轉施在家者；

毀犯尸羅而受信施；

緩學處而受信施；

道友之間互相嗔恚；

對菩薩忿恚、厭背，或起不悅意心；

輕毀菩薩、說菩薩惡稱；

障礙菩薩善行；

對上師輕慢，生起勝過上師等惡心；

對上師語不恭敬，說上師過失；

對上師身不恭敬、不承事；

違背上師言教，不依從、不重視；

對上師起邪見；

障礙上師事業、善行；

捨棄上師；

對父母有失敬養；

違背父母合理訓誡；

父母責怒而生嗔、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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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過不善巧勸化；

父母歿後不超度資薦。

以上罪業是否教他作、見作隨喜。

4、誠心發露

5、立誓防護：

心中清晰觀想並發願：今後對於上師、三寶、菩薩、父

母等具大力田，寧捨生命也不侵損、傲慢、輕毀、忿恚、厭

背。並發願恭敬上師、菩薩、道友，對父母盡孝。

又應觀想：既已出家受戒，今後應日夜勤修，不再以出

家身而虛受信施。

6、持咒對治

7、迴向善根

此文是於喇榮五明佛學院金剛降魔洲的四眾道友講授

《因果的奧秘》期間，為輔助共修四力懺悔而編著。

釋迦教下慚愧比丘  益西彭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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