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蓮花生大士應化史略(新版) 
   佛母葉興磋加  實錄 
   烏簡靈巴菩薩  流通 
   金剛上師諾那呼圖克圖春烈嘉木初沙爾娃  譯義 
 

一、   大士本述 

歸敬 
金剛不生不滅蓮花生大士 
    蓮花生大士本已成就正等正覺，證得五智佛果。為救度眾生，各種方便法門

皆全具足，能夠使眾生諸願圓滿，普利一切有情。 
    蓮花生大士佛母有五位：滿達那華佛母、葛那斯地佛母、釋迦德華佛母、扎

西淺真佛母、業興磋加佛母，或生於印度，或生於尼泊爾與不丹，或生於西藏，

這都是大權示現，為助蓮花生大士應化，調御有情眾生，紹隆佛、法、僧三寶。 
    蓮花生大士融通顯密佛法，不使顯密兩法分歧，凡顯經、密軌終究竟法義，

無上悉地，都深得釋迦如來師承口訣、真正血脈。所有金剛身、語、意三業，化、

報、身三身成就秘訣，以及息災、增益、敬愛、 



降伏四種度生方便法，皆悉圓滿。 
    關於蓮花生大士事跡的記載，廣略大小之種類，都萬有九百，皆為接引未來

有緣眾生之用。其以無法記載的事跡，則瀰漫於無礙六大、一真法界、太空之中，

將永遠普利有情，盡於未來際，聖名普聞於無量世界，報化遍滿塵剎國土，令見

身者發心、聞名者起信、聆音者開悟、知心者成佛。讓我們再次 
歸敬法身常住、三際一如蓮花生大士！ 
歸敬報身清淨、相好無倫蓮花生大士！ 
歸敬化身變現、羯磨無量蓮花生大士！ 
    非大士自炫，實早由釋迦如來先予授記，蓮花生大士能如麾尼寶圓滿眾願，

成就無量功德，吾人無法全部述清，今略舉一斑，使令眾人敬信。 

二、   大士成就阿彌陀佛 

    蓮花生大士圓證無量如來無上悉地，凡是四種淨土中依、正莊嚴之相，身土

不二之德，廣長舌遍覆之跡，與普攝眾生之多，廣如阿彌陀諸經典所記載，不再

復述。 

三、   為度人類示跡 



    蓮花生大士為救度惡性闡提及誹謗、疑懼佛法諸眾生的緣故，經由阿彌陀佛

肉髻中放出紅色光，光中化出金輪聖王，統理四天下，具有千妃，卻無一子。這

金輪聖王廣作佛事，離除不淨非梵之行，其國西南方有大乳海，盛生蓮花，此蓮

花開花郁馥繽紛，金輪王令人採擷，持以供佛。阿彌陀佛常於舌端放出五色光來，

加持於蓮花，時花叢中特生大蓮，苞長二尺，所以呈報給金輪王知道，金輪王便

令人晝夜守護。有一年屬於申年的正月朔日，此花才開，花中化出五位小童，他

們的膚體由五色配生，各有五髻，中髻青黑色，東髻為為白黑色，南髻為黃黑色，

西髻為紅黑色，北髻為綠黑色，腕臂上掛有釧環，耳璫懸有纓珞，身著天衣，眾

寶物嚴飾全身。看守的衛兵急去稟告金輪王，金輪王大大歡喜，便令人駕五獅寶

車，五百寶馬車，王以及王后與宰相、侍從共八萬人，齊集大乳海濱，大家都來

仔細地觀看，而這蓮花上五位小童卻安住不動，相好光明，儼同報身佛出世，他

們身如虹霓，髻中放出五色光，面如滿月，紺目慈視，額面廣平，鼻高修直，齒

白齊密，出聲同梵音，手足轂網人相具足，有佛的同等功德，不可盡述。 
    金輪王見到後，頂禮三拜，立在旁希望得到慈示，於是這五色兒齊聲向金輪

王說道：「您可向阿彌陀佛求知此事。」金輪王就回答說：「我相信諸仁者，即為

彌陀示現，為愍念眾生無始以來流轉生死，不知出離。於是稟如來無上菩提，運

五佛一切智者，以金剛身、語、意三業，行息、增、懷、誅四法，拯濟群盲，另

出離苦海。於中現忿怒金剛菩薩、東現佛陀、南現寶生、西現蓮花菩薩、北現羯

磨，都是觀音菩薩化現，能入胎生、卵生、濕生、化生四種之類，等流現身，廣

作佛事，普利有情。」金輪王說完後，五小童乃乘上五獅寶車，及寶馬伎樂前後

圍繞，浩浩蕩蕩地回到王宮。 



四、   普度六趣示跡 

    蓮花生大士為普度法界一切四生、六趣，悉令免除輪迴之苦。所以在六趣中

都為之示現，於一一趣中，八方同時，俱現五身，如是六趣各有四十化身。 
    茲據一三千大千世界中，東方世界一百國為一國土，過此等一萬二千國，有

一國土，國名為職馬滅巴，其國寶珠為地，國人壽命長遠，衣食自然充裕，享受

如天上，純變化生，遠離諸苦，其國有佛，佛名職滅渣，當時蓮花生大士名作古

魯卑馬節魯幛，對於顯密二教，皆極發揚，卑馬節魯幛上師於六趣八方中，都示

現化身；南方過此同等一萬三千國，有一國土，國名為原點炯容，其國有佛，佛

名斜巴土巴廣卻真，其時大士名作古魯盛作渥果爾，依正二報與應化法教，具如

同上所述；西方過此同等二萬國，有一國土，國名簡累土贊巴，國人壽長八萬四

千歲，其國有佛，佛名斜加土巴原等女勇竟幾，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噶爾節枉磋；

北方過此同等三萬國土，有一國土，國名為拔克叉滅巴，其國有佛，佛名斜加土

巴僧格扎，其時大士名作卑馬葉卓普他布扎爾，其國顯密二教，皆悉隆盛；東南

方過此同等八十萬有四國，有一國土，國名懶巴爾濟，其國有佛，佛名斜加土巴

者也必度，其時大士名作卑馬鋤異噶僧格；西南方過此同等七十萬國，有一國土，

國名勒普度朗，其國有佛，佛名斜加土巴日躋進，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延作補葉巴

扎爾；西北方過此同等五十萬國，有一國土，國名惹補杜朗巴近，其國有佛，佛

名整田整卻巴爾，其時大士名作卑馬節補簡若灣墮爾；東北方過此同等四十四萬

國，有一國土，國名東瓦舍魯瓦，其國有佛，佛名土灣零幾甲哥，其時大士名作

卑馬力堆枉磋，有關應化法教，如上所述均同。 



    其他未說明方所，而為諸經所具載的如下：國名朗巴爾主巴，其國有佛，佛

名為枉左甲爾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匠稱滅都，顯密二教，全都隆盛；又有國名

壬清組巴，其國有佛，佛名壬清甲爾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過累果每；又有國名

果斯爾炯容瓦，其國有佛，佛名俄果爾陽巴，其時大士名作卑馬喇補覺滾窘；又

有國名格瓦朗巴爾覺巴，其國有佛，佛名格妥普甲兒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約利

甲爾瓦；又有國名果爾國巴，其國有佛，佛名朵兒寧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桑堪

匠功；又有國名俄貞兒炯容瓦，其國有佛，佛名離巴爾松瓦，其時大士名作卑馬

果斜累阿耶；又有國名葉巴爾怕爾瓜，其國有佛，佛名葉巴爾松瓦，其時大士名

作卑馬納蒙朵兒寫列；又有國名堆瓦爾覺巴，其國有佛，佛名堆瓦清波，其時大

士名作卑馬可利炯容京；又有國名滅度兒粘巴，其國有佛，佛名滅都枉波養，其

時大士名作卑馬奪姑朗炯容；又有國名勇施扎瓜，其國有佛，佛名扎圭巴爾，其

時大士名作卑馬整比把俄；又有國名朗巴爾鋤巴，其國有佛，佛名比加爾波，其

時大士名作卑馬噶達甲兒波；又有國名朗巴爾匠瓦，其國有佛，佛名扎養滅則巴，

其時大士名作卑馬魯仰但巴；又有國名免節滅巴，其國有佛，佛名滅節加爾波，

即藥師佛名，其時大士名作卑馬覺約爾達瓜；又有國名巴爾達瓜，其國有佛，佛

名約爾登貞益，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可爾哇董作；又有國名壬清果巴，其國有佛，

佛名噶威兼，其時大士名作卑馬朗中葉寫；又有國名朗巴爾斬巴，其國有佛，佛

名勇殊鞏必甲爾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迭瓦屑經；又有國名勉組雅銀勇波，其國

有佛，佛名捨爾節經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塵音朗卓爾；又有國名俄舍兒但巴，

其國有佛，佛名俄舍兒巴貳，其時大士名作卑馬邱引班巴爾；又有國名朗巴爾寫

瓦，其國有佛，佛名寫維枉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滾卻清波；又有國名整清朗巴

爾果巴，其國有佛，佛名準起巴貳，其時大士名作卑馬捨節兒枉；又有國名義朗

但巴爾噶，其國有佛，佛名容養，其時大士名作卑馬甲爾威滅隆；又有國名滅隆

金可兒養，其國有佛，佛名滅隆節，其時大士名 



作卑馬堂聽朗儱；又有國名達累儉巴，其國有佛，佛名達阿巴貳，其時大士名作

卑馬葉朗覺背；又有國名立米俄則爾滅巴，其國有佛，佛名立米寧波，其時大士

名作卑馬煙占阨拉；又有國名補真阨丁，其國有佛，佛名補節加爾波，其時大士

名作卑馬朗達業寫；又有國名舍俄朗哇，其國有佛，佛名舍節爾往磋，其時大士

名作卑馬納磋壬清；又有國名俄磋兒果巴，其國有佛，佛名果卑加爾波，其時大

士名作卑馬古拉噶雅；又有國名舍兒經炯容內，其國有佛，佛名舍兒節日組瓦，

其時大士名作卑馬竹清整組；又有國名巴爾節俄斯兒，其國有佛，佛名巴爾節加

爾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節西利邦；又有國名朗瓦當巴，其國有佛，佛名朗瓦則

瓜，其時大士名作卑馬立瓜登經；又有國名仰內滅巴，其國有佛，佛名仰力滅必

巴爾，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卻爾通噶；又有國名格永擋，其國有佛，佛名噶永卻巴

爾，其時大士名作卑馬節經朗跨；又有國名日經炯容瓦，其國有佛，佛名日經巴

爾，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壬清根者夜；又有國名容司炯容瓦，其國有佛，佛名松炯

瓦，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則貞甲演；又有國名他迭覺巴，其國有佛，佛名宜更滾節

若繃，其時大士名作卑馬若多補匠逞；又有國名匠蒙稱繃經，其國有佛，佛名懶

巴兒甲爾瓦，其時大士名作卑馬蒙巴朗遮；又有國名滅冬遮經，其國有佛，佛名

滅多果別加爾波，其時大士名作卑馬滅渣噶遮；又有國名遮也巴爾朗瓦，其國有

佛，佛名渴蒙結朗瓦，其時大士名作卑馬可爾瓦諾那；又有國名貞點果巴，其國

有佛，佛名貞點質，其時大士名作卑馬若爾巴朗達；又有國名僧噶炯容累，其國

有佛，佛名僧格蒙主克，其時大士名作卑馬他蒙得道，顯密二教皆悉隆盛；又有

國名印度，其國有佛，佛名釋迦牟尼，其時大士名作蓮花生，一切應化事跡，度

化法儀，如內外典籍，顯密經軌政治沿革，民情風俗教化，廣如諸經典所記載，

恐繁多所以不再贅述。 



五、   密法出生之濫觴 

    關於密法如何才出興於人世呢？此是為欲令眾生除去疑信，捨棄邪執，遠離

不信，而使發生涅槃淨信，得以安樂解脫，能達果海的緣故，所以出生喇嘛金剛

手菩薩。 
    在過去世若增一劫，若減一劫都不可記，不可說不可說劫前，有一世界名晚

巴爾噶瓦，有三萬三千佛，次第出興，其中有尊佛名阿達魯馬，在傳法時期，有

一國土國名結累展巴，其國有父親名覺巴日拉，乃國王太子，母親名日覺馬，具

大慈悲，生子名得覺蒲，皈依阿達魯馬佛，法名者也必度。當時輪王即為大日如

來化身，太子名莽清卻董君正（「莽清卻」是眾皆相信的意思），受金剛手菩薩灌

頂，法名沈巴朵結，成佛名叫減磋瓜（不動的意思）。又有父名奪馬絜巴，母名

奪馬幾巴，都是平民，生子名咱門答，皈依法名滅卡巴兒，灌頂法名朵結取烏，

成佛名叫阿彌陀。又有父奉不妄語獨修教者名阿然友，母名葛得馬，生子名寧經，

皈依法名但遮巴爾，灌頂名朵結永，成佛名叫比盧遮那。又有父本橫暴之徒名古

巴達，母名撒門躉也，生子名單補惹阿，皈依法名滾寧在，灌頂名禮節多結，成

佛名較不空成就。又有父乃王家宗室，名滾里蕩，母為宰相之女，名阿那馬，生

子名班經，皈依法名朗經，灌頂名朵結壬清（金剛寶的意思），成佛名叫寶生，

上所述及仁佛，都是利根上智，普門深入塵敷三昧，於甚深密軌，都悉修學，即

身圓滿無上悉地，五方佛灌頂成佛，此為其大略記述。 



六、   馬張葛汝渣（馬哈嘎納大護法前身）之來由 

    阿達魯馬佛傳法的末法時代，有國名奪炯容查蒙，有父名姑噶那，生子果烏

滾車衣，其僕名蔗滿得瓦，當時有比丘名土瓜覺落，在俗時為大富長者，俗名清

打清波，親見化佛出世，為佛成道後最初度脫的弟子，受比丘戒後，梵行清淨，

禪波羅蜜滿足，人都敬信皈依，果烏滾車衣與其僕蔗滿得瓦從他出家。這主僕倆

人在未皈依土瓜覺落比丘前，曾經聽聞「不守五戒，貪嗔痴慢不加對治，只要素

得密宗秘旨，使智慧現前，決成無上菩提。」，於是持此意見而來皈依，主僕恭

詣師前，頂禮膜拜，具述所見，師說：「善哉！」，允許他倆皈依，並告訴他們：

「六道眾生，流轉輪迴，無由解脫，欲除眾苦，只有守戒才有效，初學者非持戒

無法辦到。」，於是主僕同時出家，主法名他把那跛，樸法名甸怕未幾。他把那

跛向師請示眾生直趣無上菩提的徑路，土瓜覺落比丘便以偈開示說： 
    本心法爾涅槃門，貪嗔痴慢任起滅， 
    猶如雲霧不壞空，求遍空界無逕路。 
    開示偈後又反覆示教，令顯自心，不要向外馳求，寂照任運，真常自如，是

成佛法要，亦無逾於此。主僕聽聞之後，歡喜恭敬，作禮而退。 
    主他把那跛雖已通聞法要，但未能徹底了解源底，身雖出家，但心卻住於凡

情，貪痴見慢我相自如。而樸者甸怕未幾，依法實修，竟躋高明，日趨解脫，對

一切事相都不執著，仍身供樸役使喚，但心超凡境，能夠尋及自心，而趣向覺路。

於是主僕倆人就有了諍歧，主說：「貪痴一切，我能任運。」僕說：「任運是任運，

而本性不移才對。」，主說：「我倆同一師承，何有兩種見解？」，僕說：「雖然同

師同聞， 



而不同用。本心法爾如是，我自知是了知。」，主說：「我亦如是了知，世間一切

貪痴等法，不必加以對治，密宗秘旨即如是。」言下怒甚。而僕說偈：「 
    生佛心源同一體，向外諦求不可得， 
    法然本性勿取捨，自心菩提自尋求。 
如果不由自心證，絕無覺悟的途徑。」，僕以這些話回答主人，但主人怒氣仍未

停息。於是僕又說：「自心見明即佛本心，法爾如是不妄動，一切煩惱如雲散，

膽大心寬，生佛一如，師傅所提及的要旨，就是這般。」，主人卻更盛怒說：「我

們師父方正，誠然不作誑言，是世上稀有，你我之諍論，當憑師父裁決。」，於

是一同至土瓜覺落比丘前，各說出自己的主張，土瓜覺落比丘判定說：「他把那

跛未成就，甸怕未幾已證悟！」，他把那跛聽了生氣說：「師父不平等，法傳兩分

歧，我今倆主僕要分散開來。我請師父離開，這樣諍下去沒結果，仲裁不平，不

堪作師，請您率眾離去，不要再留下來。」，土瓜覺落比丘說：「世間信我者眾多，

不信輪迴六道的也眾多，我也不再多言！」，於是土瓜覺落比丘便遠離他去了。 
    師父離去後，他把那跛便破戒隳信，狂蕩無忌，殺人夫而強佔人妻，食人之

肉，衣人之皮。大肆捕捉飛禽走獸。對於一切婦女恣意姦污。貪痴熾盛，意樂放

逸不疲。且縱放其眷屬去肆行殺盜淫妄，如此經過十二年。 
    他把那跛身死後，墮落畜生道五百世，受瘈犬身五百世，受食肉野獾五百世，

再墮蜂蠆五百世，受蜈蚣身五百世，又墮蛆蟲類不可說世，墮食涎吐鬼類五百世，

又現不可說餓鬼世，如是輾轉，竟墮金剛地獄，此金剛地獄壽長八萬歲。從地獄

起，又入食肉齧骨畜生道若干世，乃還入人道，而生於貧苦人家，死後又再生惡

性貧苦人家。不幸又逢燃燈佛末法時期，其間無法聽聞佛法，如此有數千年。 
    其時蓮花生大士應化區域，仍為食人肉國家，靠近喜馬拉雅山山麓，地名蘭

迦不那處，有一女人名叫 



滾肚覺我，初夜與魔王交合，中夜與山神交合，後夜與天神交合，由於一夜三交

而懷孕，八個月後生一子，其身三頭六臂四足，手持兩弓，頭各有三目，服飾奇

怪。出生後世界不靖，從此無吉祥勝事，該地區人受惡夢、癘疫、魑魅、魍魎、

水旱災、兵燹、地震、山崩等種種災異事，如此層出不絕。 
    經過九個月，其母死去，眾生都歸就此兒，便連同其母一齊埋葬塚中，塚間

有大樹名納魯遮，鴟梟築巢於其上，毒蛇蟠居其下，到處充塞著猛獸野猪。 
    此兒吮其母乳七日不死，繼食黃屍水七日、爛血七日、腸臟七日、膚肉七日、

骨髓七日、經四十二日，奇身漸壯，便翻身撥塚而出，與食噉人肉的鬼怪群居。 
    此兒食人後，取其腦蓋為器；食蛇後，取其皮為待；食象後，取其皮為衣；

食虎後，取其皮為裙。由於飢餓而食人肉，口角污垢滿嘴，渴時飲血，常坐污穢

地，取死人骨灰塗身，久之後，遍身有光，同劫火般色，右頭白色、左頭紅色，

中頭青黑，手足肥大，皮膚粗糙。他更貫穿髑髏作纓珞，新、舊、乾枯三串裝飾

自己，面塗人血，身毛如野猪，眼睛赤紅，髮色紅黑，半批半束，以五色蛇索打

結，手足形如雞爪，腕脛皆以五色蛇索為釧，最喜嗜吃活的一切眾生肉，右手常

持三角尖刀及一切殺害凶具，左手常持盛血天靈蓋，痛飲不停，口中常呼出一切

傳染熱病細菌，鼻常呼出一切傳染寒病細菌，眼耳部常出一切雜染病菌，其他皮

膚欣灼、疾痳、瘜疹、卒中風痰、急癇、癲癇、關節膿瘍、全身流痰等種種可畏

之病菌，都從他週身各部流出，而貽害眾生。 
    此毒兒名叫馬珠馬張蒙噶汝渣。當是時，娑婆世界為大好區域，共二十五處，

明世有王臣管轄領土，幽冥有鬼神常秉守護。隸屬於天者有四：補惹阿囉碼、扎

連達拉、武兒健、阿爾布達；隸屬於乾闥婆的有四：槓達瓦惹、惹每屑惹、迭委、

馬納；隸屬於藥叉者有二：噶馬汝、溫止。其他諸天所屬者有三：紫霞 



、古雷、果薩拉。以上屬空行天趣，而屬於食人肉九頭身之國者有二：噶寧噶、

藍色噶；次於九頭身之國所屬的有二：班止、黑馬拉；屬於龍王者有二：遮打布

惹、止罕迭瓦；屬於龍之眷屬的有二：索列、生寧；屬於阿修羅者有二：那噶、

勝都；屬於修羅眷屬的有二：麻羅、古汝達，都為尸陀林之地。以上屬於須彌山

以下諸趣，諸趣國土本屬安謐。忽感天魔擾亂，彼魔手持三角尖刀與月斧，肆行

殺戮淫慾，食噉南瞻部洲人類精氣，震播諸國，引起互相爭鬥、譏訶、殺伐而無

停時，搞得娑婆國土大千三千，都不寧靖，眾生都慮思擇一主以禦魔侮，乃相率

去請求於此毒兒，讀兒名叫馬張噶汝渣，他們都虔誠三業，翹勒五體，俯首聽令

於他，因之反又使嗜殺毒害之輩都類聚群分，環拱於馬張噶汝渣身旁。於是更加

大逞荼毒，肆殺無辜，凡是柔和慈善者都遭殺害，窮兇極惡者卻都得獎。 
    馬張噶汝渣便顧盼自豪說：「三千大千世界，唯我獨尊！」，並且身出火焰，

哦哦有聲。此聲出時，眾生心都迷亂，不軌正道。那批兇暴眷屬都耀武揚威，大

擅威權。其夫人名董稱馬，告訴馬張噶汝渣說：「這喜馬拉雅山頂，有燃燈佛弟

子，在那裡修行，身大於牛，威力無比，朗噶國眾人都敬畏他，不敢抵禦。」，

馬張噶汝渣聽後，於夢寐中，大發忿怒，身部病菌飛騰空際，而降注朗噶屬地果

噶湯馬，害人無算，同時大地震動，人都怖畏。朗噶王自定中觀察，知是馬張噶

汝渣來作亂，並依佛說圓點正經多經記載，此係得罪師尊及師兄的他把那跛轉

世，自三惡道來，侵掠眾地，大肆荼毒，將來有大佛化身，能令他調伏，並救度

他，那時大密宗當重興於世，於是朗噶王令人鳴鐘鼓，集合眾人說：「我為三千

主，四王我隸屬，一切莫我敵，誰敢於我侮。」，但馬張噶汝渣卻說：「我為大千

諸天王，眾生都皈敬推為第一。」，朗噶王只好說：「慚愧不如，願歸敬服從，而

不抗拒。」，於是朗噶王及夫人，都臣服於他。 



汝渣又問其夫人說：「還有誰比我更強？」，董稱馬回答說：「有阿修羅王叫馬哈

噶若者。」，汝渣便去破壞他，將阿修羅王碎身棄地，星辰日月都佔為統屬，修

羅宮殿隸屬於他，所有刀杖兵器，沒收無算，並大張旗幟於門，示威於眾說：「誰

敢對我瞧不起？」 
    汝渣又問：「這樣還有誰比我強？」，夫人說：「仞利天之上有處名噶登，徒

眾海會中，有名單巴杜格爾，天王向他皈依，常以音樂、香花、衣鬘、飲食供養

他。」，汝渣聽後，疾首蹙額，大發忿怒，便往噶登，生擒單巴杜格爾，擲地而

死。單巴杜格爾死時曾告訴徒眾說：「佛經記載，此大魔熾盛後，不久有密教明

王降伏他，密法當大興，就是為調伏他的緣故。密教有得權與財之忿怒佛出生，

廣施眾生葯品、甘露及眾寶妙法，乃至微塵許地，忿怒佛都將普化無遺，佛不說

虛妄語，我身將死，會立刻生於人道，而坐菩提樹下成就正覺，我法將勝行閻浮

提，住世亦久，將來調伏汝渣後，外、內、密、真如、究竟五種法門緣會，一切

出興。」汝渣聽了此話，心生微懼，便將此天付囑天魔管領（此天魔及回教之初

祖），自己返回喜馬拉雅山麓。 

七、   調伏馬張葛汝渣之因緣 

    其時阿達魯馬佛、金剛手佛、大勢至菩薩、金剛薩埵、南方金剛、阿彌陀佛、

大日如來、北方金剛、及一切不可說諸佛，都集合誓言：「汝渣荼毒，導眾生行

惡，撥無因果，娑婆眾生將被驅趕入地獄，應速加調伏。」，於是聖眾諦觀其宿

因，實與其師土瓜覺落比丘並其師兄甸怕有緣，遂用一切佛灌頂之加持力 



，另其師成就金剛薩埵，其師兄成就大勢至菩薩，師徒既度，師又化觀音菩薩，

其忿怒身為馬王佛，徒化綠度母，其忿怒身為猪王佛母，同時來到喜馬拉雅山頂。

馬王佛唱道： 
    哈哈  赫厄赫厄  火火 
          猪王佛母唱道： 
    項項  吃吃  吽吽 
    兩佛疊相唱和。汝渣聞後說：「你倆小小馬猪，神氣什麼？此三千大千世界，

上自有頂，下達阿鼻地獄，沒有不敬畏臣伏于我，都不敢正顏看我的臉面，雖以

單巴杜格爾之威神，也莫奈我何，你等就在下面靜住，不得妄動。」隨以手按二

王佛頭頂。此時，馬王佛由汝渣肛門中入，貫穿其頭頂，露出馬頭，放出火焰煎

其全身脂膏，令馬頭成綠色。猪王佛母由董稱馬陰道中入，貫穿其頭頂，露出猪

頭，放出火焰煎其全身脂膏，令猪頭成黑色。午王亥母雙身和合，唱隨如前，一

切金剛忿怒諸佛，都化為飛鳥，遨翔空中，層密行布，助其威勢。汝渣痛楚不堪，

嘆說：「我今敝敗，外道亡矣！佛法興矣！阿修羅亡矣！天王興矣！背佛者亡矣！

信佛者興矣！夢中所見天擊水、火擊樹、水擊火、風擊雲彩、金剛杵擊空峒，朕

兆若是，預知不祥，我心憂痛慘惻，只求能速死！」。於是一彈指頃，肛門之遺

屎，墜于大海澄入龍宮，化為大樹，根生海底，枝撐阿修羅宮，花果敷實於天庭，

衣食用物都從此樹梢流出，自此修羅恆與天鬥者，即爭此樹。午王亥母同感慈愍，

和平歡悅，不懼不驚，折伏汝渣，令其命盡。所有汝渣之服飾器杖，都成戰利品，

因此歷來密乘所傳金剛忿怒相，及嚴身飾具，都從此緣起。 
汝渣身死後，心仍未平息，連續現九頭身，再想興風毒厲，重為世患。因此，大

勢至菩薩就化身九忿怒金剛，遍串其身，汝渣倍加痛苦，急呼其十方守門眷屬，

開門奮鬥，口作「汝汝」聲，群眾鏖戰空際。 



此時，馬王三眼中生出十方金剛來，手持降魔杵，盡伏諸眷屬，魔屬只好以其衣

食供奉於諸佛。汝渣才了悟說：「 
    我昔所造諸罪業，于今咸集於藐躬。 
    業由自作還自受，果報毫髮不昧爽。 
    我今心慮焦如焚，跼天蹐地無逃遁。 
願從今使，夫婦二身，俯伏佛座，慚諳內典，感作外護法，食佛餘唾，為內眷屬，

至心皈命，永不破戒。」，爾時，馬王佛即以金剛杵加持三處，受密法灌頂，終

於成為馬哈嘎納大護法，這就是午王亥母調伏汝渣的經過。 

八、   賢劫千佛出世之緣起 

    爾時，有世界名朗巴爾劍巴，王都城名朗巴爾打瓜，轉輪王名容可兒松，七

寶具足，王四天下，有妃嬪七十萬眾，生有千子，都具有三十二種好相，有一個

月的十五日，王遊宮園中，有馬滅麻及別滅麻二妃無子，隨從伴王而坐，懷抱中

乎感來二子，相好莊嚴，異於常兒，跏趺而坐，王及二妃方詫異間，空中有聲報

說：「二子乃菩提薩埵，二母乃般若佛母。」，二子也同聲說：「我二人同發菩提

心，歡喜皈依於佛，願世界昇平，拔眾生遠離諸苦，於一切時處，得究竟樂。」，

王及二妃同稽首讚說：「 
    於不可說不可說，若增一劫減一劫。 



    發菩提心勿棄捨，諸餘發心所不及， 
    無比上味如甘露，諸佛教中為第一。」 
    時有名余顛朵絜的喇嘛，道德高深，容可兒松王延請他至宮，王合掌涕淚表

白說：「師乃慈愍眾生，發菩提心者，二妃忽感得二子，求師加持，拔除不祥。」

余顛喇嘛說：「如來功德巍巍，無可臆度，宜用金瓶，內盛寶珠及麾尼眾寶以為

供養，然後誦經祝禱。」，王就陳設供事，請余顛喇嘛升坐獅子寶座，誦經七日，

相花燈明，飲食衣樂，美備羅列，不分晨昏。並求觀千子中，誰為先成佛者。喇

嘛作法之次，隨以廿五種、十種、四種諸法灌頂，為此二子灌頂，復以定中所觀

報王，千子中長子成佛，即七佛之首，法名約忍達容諸，成佛名迦葉。說時大第

六種震動，音樂不股自鳴，乃至千子最後一子，法名卵他翼，成佛名末巴。諸大

王子一齊同問於最小王子說：「兄長都成佛，你將作些什麼？」，小王子說：「 
    佛德如天，我心無盡，天空不隕，我心不滅， 
    廣持比尼，自利第一，發菩提心，利他為最， 
    盡爾九百，九十有九，福聚神通，智慧功德， 
    度生方便，我皆具足。」 
    是時千子俱在，唯獨二子未來，後千王子同以上義問二王子，其一說：「我

叫秋集沈巴，兄長成佛，我為金剛手，凡顯密二教最上密乘，我盡任持，諸佛秘

藏我堪守護，行者修學，我都護念。」，其一說：「我叫秋集若組，兄長成佛，我

為請法梵王，請轉法輪，領眾聞法，并宏揚聖教，這是千佛出世的因緣。」 



九、   佛法歷劫住世之程序 

    過此世界一億佛土，有一世界，顯教昌明，民安物阜，經五方佛應化以後，

此土空過，沒有佛法，一直到劫經壞空，在至成劫時，有一國土名住丁，歷受眾

生擁護敬服之天王有九位。嗣出世者，傳顯教佛一位，傳密教佛一位，獅子王一

位，金翅鳥王一位，開敷花王一位。過此以往，至鐵輪王世，顯密二教兼住應化，

如此五朝，有王名達里扛，其子名嗟我幾，其妃后共百二十九，都敬信三寶，持

戒精嚴，極畏地獄，欣慕成佛，發大勇猛，悲智兼修，其傳法佛名麻免者、可爾

完結格、然母通、朽巴、典蒙遮、斷捨加爾、噶加爾。所傳法教為八萬四千，約

為十二分教，再約為三，此為此佛設教。其報佛所宣，則為即身成佛法門，不畏

破戒，不忘成佛，自明本心，言亡慮絕，甚深秘密，法爾如是。又其時國王名贊

朵爾，傳法佛名卑彌納、古乳扎圭納。外、內、密、儀軌都為一千又二十五部，

約為十八部，再約為七部，更約為三部之部名稱：馬哈約噶、阿落約噶、阿兌約

噶，其教化普及天下。 
    再者，密教、顯教、菩提戒三者並盛時期，在印度芒噶達國，都城名補顛，

王名納漿，子孫繼承至十七萬四千代，民心和善，正信三寶，離非梵行，行十善

道。其時七佛次第出興，佛名：朗巴在格、杜朵爾絜、湯絜覺布、落瓜得什餌、

啥爾妥卜（餘二未詳）等七佛，都傳顯教三種。其傳密教金剛喇嘛，名達爾點落

點，其傳法次第，先教觀心，次習禪定，次降魔、次氣功、次雙身、次對利根上

智者，傳即身成佛法，次三昧耶戒法，次喜金剛法、次上樂金剛法、次密聚金剛

法、次普爾巴法、次忿怒佛母法、次亞馬然渣法，這是阿達魯馬佛以下諸佛相承

之法教。 



    再者，滾肚朗國土，國王名昌真，子孫世承至七十九萬又一百四十八代時，

有佛住世，佛名俄松（即燃燈佛），以戒定慧三學住世。其實國王名那瓦井，有

傳密教金剛喇嘛名古魯皮永覺爾，諦關當時世道寖衰，人心思亂，戰爭時起，便

是寂相，投生王家為太子，即又求出家，那瓦井王允許，皈依師名仗松杜拉，是

黑膚仙人。太子名叫葛烏打馬，生有宿慧，感佛教衰微，司以明政典救之，觀看

仗摩與卑密扎拉之因緣，先先與與卑密扎拉密約至尊真幽會，但在途中售人金銀

五百，先與人交歡，至及尊真時，隱而不告，不久其婢發覺此事，卑密大怒，刀

殺仗摩棄之於野，其婢又想向大眾宣告，卑密大懼，遂棄血刀於草舍之旁，想嫁

禍於葛烏打馬。不久觀眾聚集，質問葛烏：「你習佛者，何故殺人？」，葛烏卻不

加辯白，眾人乃捉葛烏至王所，並倒懸於樹，其師仗松杜拉來扣問其故，葛烏說：

「我有罪！」，師說：「如何避免？」，徒說：「若果仗摩被殺死，那不用再談了。」，

最後又說：「仗摩我實未殺她，此言若真，師身黑膚，立即變成金色，否則如故。」

話說完後，仗松果成金色，眾人奇異，都來皈依，詎料仗松貪圖利養，忘救其徒，

毀信叛道，肆行十惡，風火熾盛，淫慾不禁，赤白二液乎墜於地，化為男女，同

坐甘蔗樹下，親釋葛烏，但葛烏身已死。仗松此時才大慚說：「吾徒冤枉極了！」，

時空中有佛告諭王及眾人說：「罪人不治，避感大患，水旱癘疫、饑饉、寇盜、

災禍將橫生，因果如是，蓋因刑賞不當，善良的人無辜獲罪，不肖者倖免於罪，

乖戾之氣便遍滿寰宇，今為統領眾人，應明正典刑，殺人者死，傷人及盜者要抵

罪，眾作惡者不寬貸，抉眼、斷手、刖足等差別論刑，屢犯不改者，處以大辟，

慎制律令，確實決裁，要守正不阿，不徇私恩，廓然大公，取信於民，民眾自然

奉法，而不作亂，再治堅甲利兵、戈矛弓矢，以便他患時，而討伐叛徒，如是則

四域歸心，歲歲豐收，人民壽康，諍和訟息，癘疫不作，牛羊茁壯。人依正信，

至 



教當興。」佛說完後，四天王到並告眾人：「葛烏打馬無罪，且一言之後，師身

成金色，往佛已來，甚稀有，福智所感，將來必作轉輪聖王。」話完同時，血刃

騰空，化為雷霆，擊斃卑密扎拉，其婢與賂者遭擊傷，葛烏往生兜率內院，後來

成佛，佛名滾杜槍（三身成就義），國王政教並行，即從此開始。 
    滾杜槍佛在天界，有眾多男女皈依，並傳無上密宗，有大弟子名淡巴杜噶爾，

乃是傳密大阿闍黎，曾受如阿耨達池四河流之灌頂，此稱為四種灌河，分述如下： 
    特殊灌河頂有二種，一種為  甲、羅漢喇嘛灌頂。（即蓄三衣、瓶、缽、拔

毛器等八種，而作法師者）  乙、傳法講經灌頂。  丙、化身佛灌頂（計有八種）  
丁、外密灌頂。（結印、持咒等計有八種）  戊、內密灌頂。（心作忿怒觀等）  己、

密密灌頂（心內灌頂八種）  另一種  甲、馬哈母渣灌頂。（法爾總持之灌，即

身能出生四波羅密）  乙、金剛灌頂。（用鈴杵等灌，計有十種）  丙、成金剛

喇嘛灌頂。（即成就法身、報身、化身、化報身、報化身五種）  丁、羯磨契印

灌頂。（即雙身灌頂，為最高密意）。 
    通用灌河灌頂一種，  甲、求長壽灌頂。  乙、求智慧灌頂。  丙、有財權

普施灌頂。  丁、滅無名得真明灌頂。  戊、生趣自在灌頂。  己、住空、入水、

神通自在及能現畜生身等灌頂。  庚、制伏外道小乘灌頂。  辛、所願圓滿成就

灌頂。  壬、身口意三業成就灌頂。  癸、有考察經軌及傳授權灌頂。 
    緊要灌河灌頂一種：  甲、身灌頂五種，要處在頂。  乙、口灌頂五種，要

處在喉。  丙、心灌頂五種，要處在臆。  丁、功德灌頂五種，要處在臍。  戊、

技能灌頂五種，要處在手足。  共廿五項。如上灌頂後，淡巴杜噶爾及師承天上

密教，滾杜槍佛乃往人間應化，其位並衣缽、花冠、瓔珞等即傳於彌勒。 
    西印度有王名左果日藏，其國共分廿一區，其中一區登覽必波（即尸陀林）

地，有佛宮殿在，七寶莊 



嚴，人跡罕到。王后名卻馬，同時生下孿生雙子，長幼莫分，立君儲位很難，左

果王只好命二子將來同時娶妃，誰先得子者，便立為王，若同時生子，則先能開

口說話者之父立為王。及長迎娶、生子、及子能言語，都無先後。其時國泰民安、

五穀豐收、風調雨順，兩妃各誇是其兒福得所致。有相人者說一當作王，一當作

佛。一子名脫覺爾簡，一子明顯達那克且，於是經宰相與臣民公決，選中相貌較

好者脫覺為王，但顯達不服，懷有異謀，事泄被謫於所薩林，該地為菩提場西大

尸陀林，是處多毒蛇、野干及噉肉飲血諸餓鬼神，蟠踞其間，令人佈畏。但顯達

不懼不驚，一心修持，得一切佛加護，普授他秘密法要，如是有一百九十年後，

終於成就正覺而般涅槃。 
    又印度有地名真顛，其人跡所能到處，以觀想、念誦、禪定三種為教化。 
    再者以法報化三身義，度化人類，對機立教，義理各別。以顯教義，分眾生

為六道，各別度化。以密教義，分眾生為三類。以密教無上義分眾生為五類。都

是隨時劫增減、壽命、慾事之延促輕重而有差別。 
    劫出之時，人心質樸，少慾，能飛行，有光。漸至相視、相笑、握手、勾抱，

而轉轉入重不能飛行。乃至四種慾事同具，而胎卵濕化四生遂分。且舉娑婆世界

一四天下為例，東勝神洲為化生、南閻浮提為胎生、西牛賀洲為卵生、北俱盧洲

為濕生。相視成淫受生者經一百年，相笑者六十年，握手者五十年，勾抱者直至

於今（含二根交會者在內），以上都以耳目聰明，見佛聞法，而得度化。 

十、   釋迦佛應化世界法教遞變之概況 



    釋迦佛在人壽八時歲時出世，只傳顯教三乘，及密教外密四部，最深密之觀、

念、禪三者，遂秘而不宣，緣因深秘中降魔與雙身法，非當時聲聞根基所宜修學

之故，其實無上密宗在釋迦佛應化以前，即以流布於世。 
    大勢至菩薩、觀世音菩薩、文殊師利菩薩同時度化之地，及蓮花生大士應化

之區域，蓋由於孫噶納地（即今康藏），多麻昌（類似修羅）及魔鬼眾多，又多

人猿交生之人種，凶狡難調，若捨密乘究竟方便之道，無由度化。 
    蓮花生大士未出世以前，釋迦隱覺察爾隆典經上記載，佛涅槃後八年，有地

名達納果嘎，海中大蓮花上，化生一佛，佛名卑馬炯容利，一切密乘，由此佛擔

荷。又那密斷宗經記載：我涅槃後八年，我再出應世，名卑馬炯容利，世間第一，

無能敵比者，最上密乘，由是傳佈。又甘杜渣威舉經記載：佛說與我同來教主，

名海生金剛，傳外內密法，爾時國王名主朗勁。又涅槃經記載：殺那、展母卻雙

林間，佛示寂時，摩訶迦葉他往，只有噶達雅那、準達、滾高三人在側，佛告囑

身累了說：「我涅槃時至，你等不要焦心，也不要號泣，即使住世多劫，此身終

當變滅，將來當有勝我者，出生海中。」，釋迦佛不妄語，此記載信而可徵。 
    釋迦佛所說側重顯教，而密教金剛喇嘛蓮花生大士其應化神變，如何能罄

述。茲先舉釋迦佛示現所在，共有九地，中央成佛之處，為印度金剛菩提場，東

方為磅噶納，南方為別達，西方為烏間，北方為郭爾喀，東南方為殺火兒，西南

方為康波，西北方為賞林，東北方為噶馬汝。諸地人身大小不同，語言文字類分

三百六十種，但食稻衣布等無差異。有政教合一者，有政教互異者，有政教並行

者。弟子有農工商賈，各世其家，恒其事業，授受不紊者。顯教成名者叫仗松，

梵語叫羅則巴那，密教成名者叫竹陀。出家受戒 



者叫更敦，在家不剃染而蓄徒眾者叫懶覺爾巴，類皆不自工作，而受人供養。 
    顯教大小乘分為七宗或八宗，又分為四眾與五眾，堅持淨界無有違犯，俱四

無量心，相應有成，閉關靜慮，智慧甚深，能明辨二十種般若經點者叫作堪布。

而明本心性，永絕無明，心境不二，身土一如，息增懷誅四法堪任修持，外成八

法內亦成八法，於降魔、雙身深密諸軌修證有得者叫作喇嘛。於上述各類律儀、

軌則修持功能，一依大小性相律密曉了明辨，能貫徹無疑者叫作班者答，能決擇

論著之疵瑜，能和合顯密之諍端。 
    若論師所持教法，無法分出邪正精粗，而起諍辯時，由政教二王分治之，其

裁決會勘儀式，教王坐寶座，政王設大鼓，右為在家眾，左為出家眾，中為造論

師，周圍侍衛森嚴。教王靜默，先由政王聽審，論師陳說旨趣，有關顯教者，交

出家眾勘查，有關密教者，則交居士及學密者審辨，會勘既畢，乃付之於教王，

再經數月稽核，是否契合經典，不背世法？是否言簡意賅、悲誓深切？依據顯與

密，各證其義，既成，乃置正確的於寶幢上，由班者達散花供養，請造論師於寶

座（內儲滿食子），王及臣工庶民，都恭敬禮拜。若所造論邪僻，則將論文繫於

犬尾，以火焚之，人都掩鼻而過，造邪論者，再經政王治罪，截其手足指，棄之

海濱，以飼螺蚶。由此可之印度顯密二教，絕非兩歧，佛教徒均極為恭敬尊重。

何況堪布、喇嘛、班者達等，亦非自號，都是由公決共信而來，很可為效法。 

十一、 大士降生西印度之事跡 



    蓮花生大士降生地在西印度，其地形似如銅鈸，約分為五個區域，其中最大

者叫灣者牙，灣者牙又劃分為廿一區，共有小村鎮一千零一十八所。屬於九十六

國，最中央之國名達納果嘎，有村落二十二處，最中央村名則頂，有大宮殿，堂

皇美麗，殿中有藍色寶珠，樓閣幢幡，七寶莊嚴，儼如報佛法界宮殿（恐文繁雜

不詳述），殿名海爾噶寶恨。 
    蓮花生大士應化之所在有九處，都為西印度環海之地，中央地地名脫覺爾谷

典，東方地地名展布麻那，南方地地名巴爾巴達，西方地地名納噶斯得，北方地

地名噶噶相巴那，東南方地地名仗松，西南方地地名申波，西北方地地名攏打，

東北方地地格谷，共九處，統領諸地之王叫簡免覺典，別名展家格爾爹、噶烏斜、

達那巴納、恩漲波迭四個。王所用服飾極為繁夥，多有妃嬪，生子亦眾，但都成

長不了，彌月即夭折。王又不幸雙目失明，時值饑饉為災，餓死者重。王及后妃、

大臣宰官以民俗生活不康，更計慮縈懷，有仙人阿捨那，經后及大臣延請入宮，

慰問於王，王說：「國運不昌，子死民亡，我又雙目失明，修道未成，奈何！」，

阿捨那仙人說：「人死不能復生，財散不可再聚，目喪難明，病熱難免，光是焦

慮何用？突然更加傷身，欲轉變定業，只能仗佛威力，祈求解脫，捨此別無他

法。」，王聽後才大悟，憂惶頓消，身覺豁然，便轉羸弱為康健。五月十五日，

王建法壇，宣誦般若波羅密經，為眾回向，並發帑藏佈施於民，民無食者，得食

蓮苞。王所統領地內叫噶馬汝地，其東北有海，叫殖民當顛，盛產蓮花，其中有

一枝蓮莖粗可合抱，時鄭辰年，初夏六月，日宿屬鬼之日，有王臣採蓮而食，見

大蓮花開放八瓣，中出小兒，相好光明，端身趺坐，王臣心極感詫異，想返報於

王，又想不如將小兒抱起，否則反滋罪，如此躊躇不定，久之乃回宮，央守衛求

見王，適逢王發帑藏將盡，索求民眾太多，王正憂慮無法再救濟了，正聚臣工想

法理財治生之道，是故不即進報此事，便擱下來。 



    蓮花生大士是以什麼因緣化生在此邦呢？緣是以阿彌陀佛為度三事，垂現大

士之相： 一、漲波迭樂王樂善無子，為令眾生知因果，起正信之故。 二、為六

趣有情，化現六道金剛，各得即身解脫之故。 三、為印度鬼怪眾多人煙稀少，

再者西藏又多神道惡魅，接有待密教方便度化，並為成熟赤松得真藏王所願之故。 
    殖民當顛海（即大湖之稱）闊有一百二十里，以目光所不及見者為一里計，

形狀為圓形，色青，視之可澈見其底。此海有八種功德： 一、清淨。 二、透明。 
三、乾味永美。 四、水軟無垢 五、塵墜不渾。 六、飲之暢快。 七、引後疾病

了癒身健體康。 八、能止瞋恚貪痴，頓生智慧。 自從大蓮，晝開夜合，大士由

此出現，王之國祚，也轉為隆永。由於王臣奏報未達，王問求子術於星象家，但

只說多開庫藏，布施珍寶，即當得子。巳年正月十五日，王又勒令開啟寶藏三千

所，廣施民眾，是阿捨那七人等，也來索寶，此時王之寶藏已罄，未能滿足其欲，

阿捨那便說：「不能給我的話，前所佈施無功，求子於法無驗。」，心懷瞋恚，火

燒八護方神，致神降災殃，雷震、冰雹、霪雨、積雪、國大不靖、人民戰慄。 
    因之王欲取龍宮寶珠，便咨請年老海商，欲與偕行，老人說龍屬廣多，事泄，

恐遭大風浪而生障難，勢不可行，但王意堅決，乃備食糧舟楫，徵召許多善入水

者隨行，舟上儲有七纜，沈海下探，經七日纜絕，如是七次，使者都未回船，以

使者私欲盛，缺乏饒益眾生心故。但王視民如傷，利他念切，晝夜思維。彷彿與

老人偕至龍宮，見有山白色者知為銀，山黃色者知為金，雙足所踏處都是金砂遍

佈，青山巍峨，之事純青寶珠，王先命老人去，近見宮殿上陳列寶珠，門掩未闢，

便以金剛杵啟門，龍女來應。更有青色龍女，其貌美好，手持青色寶珠二顆，老

人迎取，殷懃保護，堅持而返，緘默不語，王見此是豁然而醒。於是便遣老人如

所夢見之事，前去探求，果然獲得寶珠，且王之左眼漸復睹光，便欣慰載寶而歸。 
    歸途有王臣來迎（前奏報蓮花生子事未達者），順道經由殖民當顛海，王忽

見大蓮放出五色虹光，水 



鳥鴛鴦和鳴游泳，便命眾往前瞻見，眾人驚問說王何能再見光明，王說我眼是忽

然開明。王臣便奏報前所見蓮產小兒之事，因王勤勞未能奏知，今正是時候，希

望王能垂幸。王說：「善哉！昨夢手持九鈷金剛杵，日輪懸空，星月黯淡，大地

蒙光，定是至祥吉兆。」於是尋往花所，見白紅蓮花上趺坐小兒，容貌至美，王

便問小兒父母為誰，小兒說：「 
    明了智慧以為父，歡喜慈悲以為母。 
    不生不滅以為地，內外瑩澈以為心。 
    空有不著以為食，降伏妄念以為座。」 
    小兒說這些話時，王大感傷，王臣啼淚悲泣。便為小兒取名為磋結朵絜，即

海生金剛之義。王命將蓮及小兒並載入舟，一切水鳥歌轉啼鳴，狀至難捨。王舟

遂行，行程中磋結朵絜以沿途所見，卜算將來吉凶。初見有白髮老人牽牛耕作，

遂感作王之苦，有如是牛。又見樹梢上大小二鳥為老鳥所逐，迴翔四周，小鳥竟

脫走，遂感大鳥如王，自如小鳥，他日設計潛遁。又見草舍二婦有二子，一子撲

死鼠子，父母責拒入門，遂感他日我將違王令，必備拒而不納。 
    不久返抵都門，民眾鼓舞，作大音樂前來迎奉入宮，王以所獲寶珠，洗滌磨

瑩，陳列於高台，初祝擣第一寶說：「當為吾兒先現宮殿。」，於是如須彌盧眾寶

合成山林宮殿、寶座等事由天而降。再為太子命名為卑馬加爾波。次祝擣第二寶

說：「願降重寶滿眾生願。凡來求者，皆悉施予，不使匱絕。」，乃令擊鼓宣令四

方來者，齊集國門，置寶珠於幢上，以香花、飲食、衣服、音樂、鈴鐸、繪幡等

羅列供養。王更沐浴更衣，虔誠祈禱，霎時狂風四起，掃淨大地塵垢，纖芥無遺，

次降百味甘露，一切飢者得飽，再降種種衣服，一切裸者得衣，又降寶珠金銀，

一切貧者得財，又降宮室廣廈，一切露宿者得以安居，再降 



宮殿樓閣、眾寶音樂、並放五色虹光。馬哈典渣大密法十八種秘軌，五方佛母佛

說沈噶納七種經先後下降。另外在達納果嘎地，亦下降阿兌約噶經，凡閱誦此經

者，多分解脫成佛。 
    大凡奇花異草開敷，有特殊徵兆。白花開敷，主出入王，黃花主出宰相，紅

花主出家學佛，綠花主作惡犯戒。印度有花名烏東娃那，貴為花王，曠世稀有。

達納果嘎地開眾白花，個別現瑞久矣！大士示現，從花王生，花身廣大，蕊瓣相

距目不窮際，花開紅色，花臍現阿彌陀佛心種啥字，化為蓮花生大士，具三十二

相，八十種隨形好，神通變化不可思議，十方護法、五方金剛佛母、六道金剛均

散花供養（文繁從略），五方金剛佛母復現八方化身及十方如來，加持讚歎。 

十二、 大士為王太子後之事跡 

    蓮花生大士神明異常，深諳世故，為太子時，常欲遠離憒鬧，喜習靜慮。一

次不帶侍從，獨往荒林，趺坐樹下，實有飛行仙三人，由空中過，為大士光明所

奪，不能自持，遂墜於地上，見到大士相好具足，光明無倫，驚而問之，大士不

應。樹神報說：「尊者非凡，比沙門天王千子，無一能及，轉輪王諸子亦無人可

相比。」三仙讚說：「雖具微妙舌，能述劫成壞，欲宣諸功德，亦復莫能罄。」，

便右繞三匝恭敬作禮而退。 
    恩漲波跌王發覺大士不見，驚惶尋求，乃於樹下找得，王親問說：「愛戀美

好衣食，人之常情，你居何心，掉頭卻避，我願作僕，安慰你所不快慰事。」，

大士不得以，便隨王入宮。王即召見所有大臣商議， 



求謀些事以便令王子歡欣，眾思認為速為王子成婚。王乃問大士要娶那種閒淑女

子為妻？大士回答說：「有妻如被繩縛住，是最纏擾的是，而且良偶難得。」，王

即下令輪選民女，優賜金寶引入宮禁內，令大士自己選擇。但大士形神惝恍，如

痴如眩、如醉如夢，如天人愁現衰相，仍又捨宮廷，回坐樹下。 
    王只好命令大士再考慮，七日內要復命。時大士心中思維，依馬哈母渣法軌，

可以娶妻。乃以書面回覆王，謂需選擇望族之女，要幽閑貞靜，和媚柔順，少慾

多慧，心口如一，無瞋恚嫉妒，喜善佈施，解行修持，作事恭順，不為夫教，並

不阻夫願者為佳。 
    宰相真懶正奉旨往孫噶那地，盡力訪求，尚無中式者。時逢佛誕日，有童女

五百入寺燒香，其中有一女，堪當其選。於是真懶正便詢其籍族姓氏，並告來意，

女回答說：「我為振渣果國王公主，負王名振渣果媽寫，我名婉槍瀧，年幼時曾

與達拉哈達王子訂婚。您的來意極洽和我懷，可惜不久達拉哈達王子將來迎娶

了。」，宰相歸報於王，並請早作決策。王即招五百童女同來王宮，各給寶珠一

顆，而以最大寶珠，交給太子，若有意願者即贈與。於是四百九十九位少女都低

頭輪流而過，不敢正顏面睹太子，惟有婉槍瀧公主胡跪合掌向太子表白心意說：

「君面如滿月，人相具足，一見傾心，妾身雙足難再前進，我願已償，不知尚能

適合您的滿意否？」，言畢而泣。太子回答：「善女子啊！妳具有許多美德優

點！」，便把寶珠贈予公主說：「可！」，公主便持寶珠而歸。 
    王隨後以書信寫給振渣果媽寫王說：「久親威德，夙具福慧，並聞殿下七寶

中有女寶，窈窕貞淑，世間地一，寡人有子，蓮花化生，相好莊嚴，得未曾有。

欲與令媛匹配，乃天成佳偶，願締結良緣，靜待殿下綸音。」，振渣果王覆信說：

「捧聆鴻旨，忭慰無任，蒙君天恩寵儲，俯納敝邑弱女。妄僭高攀，不勝慶幸，

惜已許配達拉王子，無由毀婚，若背其盟，必遭討伐，只得忍辱，礙難苟允，方

命罪身，惟垂恕罪 



。」 
     

十三、 大士度化印度各地之事跡 

 

十四、 大士西藏應化之事跡 

 

十五、 大士垂訓示後之概略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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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宗總持寺派之宗旨 
普方 

佛教分顯教與密教兩大類及十大宗派，但佛在世時只有佛教並無宗派之別，顯為

外，密為內，如手掌之內外一事兩面觀，然學顯者不知密，學密者則以大法自是，

本宗派（即密宗總持寺派）由宗長普方金剛大阿闍梨領導之下，乃以顯密圓通為

成佛捷徑，極力推廣教、禪、律、密四科為修行準則，以如何早日消除業障？如

何明心見性？及能否對生死能自主？三大目標為修行之目的，教—則一切顯密了

意教義，禪—為一切如來禪，律—則一切大乘顯密戒律，密—為一切大乘十五乘

之一切密法，在全省各地及全世界各個角落成立總持寺、佈教所及聯絡處，每星

期舉行同修會、誦戒會或講經、傳授密法以及戒律，並舉辦救濟會、慈善會、放

生息災會、佛書印贈會、出版雜誌及佛書、總持寺護法會、弘法組……等，歡迎

大家參加各項活動，更歡迎來皈依，來學法，來受戒，推廣提倡純正佛法，提倡

人間淨土及密嚴淨土，此乃本宗派之最大願望，也是秘宗總持寺派之宗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