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欽七寶藏之
大乘口訣–如意寶藏論教授
開示日期：2012/12-29
口
譯：勝 義 老師
端正意樂：思維為利遍滿虛空之如母有情眾生而聽聞正法。
所聽聞之正法：如世親菩薩所言：佛陀教法分言教及論典，而論典又分：由印
度大德所寫之論典、西藏大德所寫之論典，此處所開示為，由西藏大成就者 –
遍智龍欽巴尊者所造之龍欽七寶藏之大乘口訣–如意寶藏論之註釋 –白蓮
花。
大乘口訣–
大乘口訣–如意寶藏論之為有情義利而安置眾種莊嚴剎土品第二
如意寶藏論之為有情義利而安置眾種莊嚴剎土品第二。
之為有情義利而安置眾種莊嚴剎土品第二。
如是已善巧瞭知由何而起之自性後，應趣入盡所有顯現之莊嚴世間：
根本頌云：如是
如是顯現
如是顯現三界輪迴時
顯現三界輪迴時，
三界輪迴時，勝者大悲安置諸剎土，
勝者大悲安置諸剎土，成諸有情義之
有情義之如意珠，
如意珠，
引導三有
引導三有趣入寂靜中
三有趣入寂靜中。
趣入寂靜中。
釋根本頌：眾生於基位時因無知自顯而迷惑，導致產生境、義、身之三種習氣，
依彼等習氣沉淪三有苦海，而諸佛為利益眾生之故，大悲善巧化現種種剎土，
如能滿一切眾生願的如意寶珠一般，於剎土中行持各種利益眾生之事業，安置
眾生於剎土中修持，使眾生趣入解脫之道，引導眾生由三有輪迴進入寂靜涅槃。
根本頌云：遍滿虛空有情眾剎中
遍滿虛空有情眾剎中，
遍滿虛空有情眾剎中，三時勝者廣大行利生
三時勝者廣大行利生，
行利生，
無量有情皆須解脫，而遍滿十方虛空乃至邊際皆遍滿有情，同時過去、現在、
未來諸佛亦周遍之，並且行持利生事業，彼等中娑婆為殊勝。
根本頌云：導師如何調伏
導師如何調伏此剎理
導師如何調伏此剎理，
此剎理，概括部份善巧
概括部份善巧述說之
善巧述說之，
述說之，
如是一切輪迴及涅槃之妙德，
根本頌云：導師即是普賢之如來
導師即是普賢之如來，
導師即是普賢之如來，無始以來成就菩提後，
無始以來成就菩提後，法身狀中任運成報身，
法身狀中任運成報身，
由語意身變化三薩崜，
由語意身變化三薩崜，處六道中利益諸有情，
處六道中利益諸有情，無有長短始終而安住。
無有長短始終而安住。
法身即本來清淨、本來即正等正覺之普賢如來，為原始佛亦即法性界，於法性
界中因力道展現，於自顯五種光明中現起任運圓滿報身，再由自顯任運圓滿報
身中，化現身語意各式各樣的顯現變化，以化身的方式，於六道中行持各種利
益眾生之事業。

三身及所化的代表：
法身即為無二的本智，亦指普賢如來，圓滿報身即是五方佛，殊勝化身即是釋
迦佛，獲得法身成就時，即安住任運的莊嚴剎土中，而於此莊嚴剎土中展現身
語意諸的佛，及無數無量的菩薩，以利益一切有情眾生，一切諸佛意所化現的
菩薩為金剛手菩薩，一切諸佛語所化現的菩薩為觀世音菩薩，一切諸佛身所化
現的菩薩為文殊童子，於六道中利益各種心性、種性的有情。
法報化三身的顯現：
法身因力道的自顯，展現圓滿報身，再由圓滿報身化現殊勝化身，一切皆由法
身(法性界)的力道自顯所致，雖有無量殊勝的化現，然對於法身而言，從未有
任何變遷或動搖。
法身安住於任運的莊嚴剎土中，如虛空般的法界以不動搖的方式如如安住，任
由大本智顯現自顯，因此，任運的莊嚴剎土即是法身佛的自顯，於法身佛的莊
嚴剎土中，法身佛的身及本智，無離無別的密意中不動搖而安住，於其中放射
不可思議的光芒，此光芒即報身的剎土，以及各式各樣的報身佛、化身佛，每
位佛都能安置眾生於菩提當中，並且示現無數無量的利生事業。眾生於最初於
基位所顯當中產生迷亂，延伸三種習氣而輪迴三有，而安住於基位、始終不曾
動搖的普賢如來(法身佛、法性界)，以自顯的方式化現種種不可思議的利生事
業，使迷亂輪迴三有的眾生再次回歸於基位，並以不動搖的方式再次安住於法
性界。
根本頌云：尤於娑婆世間行利生
尤於娑婆世間行利生，
尤於娑婆世間行利生，由法身界巍峨莊嚴剎，
由法身界巍峨莊嚴剎，自顯五種光明光耀然，
自顯五種光明光耀然，
於諸佛所化現不可思議、越思量的諸剎土當中，利生事業最為殊勝者為，於娑
婆世界中行持利益眾生的事業。
根本頌云：珍寶蓮華心要莊嚴剎
珍寶蓮華心要莊嚴剎，
珍寶蓮華心要莊嚴剎，圓滿報身近分所依靠，
圓滿報身近分所依靠，即是基及心要花莊嚴，
即是基及心要花莊嚴，
十數俱胝娑婆之微塵，
十數俱胝娑婆之微塵，等數剎土莊嚴彼剎土。
等數剎土莊嚴彼剎土。
彼時自性清淨之虛空中，由彼等光芒圓滿環繞，形成下方地基，珍寶蓮華，花
瓣寬闊聳天，形如虛空狀遍滿且越過邊際，依靠彼為地基故，地基名為蓮華莊
嚴地基，廣大之程度為十數俱胝之娑婆世界，數量亦等如十數娑婆世界之微塵
數。各個剎土中亦有無量剎土為莊嚴。
根本頌云：彼中毗盧遮那雪域海
彼中毗盧遮那雪域海，
彼中毗盧遮那雪域海，ㄧ跏趺座
跏趺座住滿蓮梗墊。
住滿蓮梗墊。
此中明示佛身巨大之莊嚴，極不動搖而任運成就之安住。
根本頌云：由彼嚴身
由彼嚴身ㄧㄧ
由彼嚴身ㄧㄧ毛孔
ㄧㄧ毛孔中
毛孔中，降香水流其
降香水流其上成佛剎，
上成佛剎，無數離詮莊嚴行利生。
無數離詮莊嚴行利生。
於顯現中如是等至之身，上下四方四隅ㄧㄧ毛孔流降香水，形成雪域海，彼等

一切皆是佛剎，由不可思議無數之雪域海為莊嚴。彼等當中佛及有情皆是無量，
盡所有顯現皆是利生事業。
根本頌云：等持印上香水大海中
等持印上香水大海中，
等持印上香水大海中，廣大蓮株芯蕊無際上，
廣大蓮株芯蕊無際上，ㄧㄧ剎土復住無際剎
ㄧㄧ剎土復住無際剎。
剎土復住無際剎。
復次，上下剎土之數皆為二十五，五五中各有無邊無際之剎土世界。
根本頌云：尤於中央蓮蕊之上端
尤於中央蓮蕊之上端，
尤於中央蓮蕊之上端，三千二五之數交疊上，
三千二五之數交疊上，彼此無數彩緞花紋般。
彼此無數彩緞花紋般。
於毗如遮那如來定印的手掌上有廣大藥香水海，當中有蓮株有無數無量蓮蕊依
於彼海而安住，名為心要花莊嚴世界，蓮蕊中央上方有莊嚴剎土，上下交疊安
住二十五剎土，彼此復有無量剎土安住其中，一切皆如展開之彩緞般，有種種
華麗莊嚴顯現為無數無量之諸佛及有情。交疊之剎土下方為:
根本頌云：最初德生
最初德生光明
最初德生光明毗盧剎
光明毗盧剎、
毗盧剎、第二蓮華妙德所莊嚴、
第二蓮華妙德所莊嚴、第三珍寶飾顯莊嚴剎、
第三珍寶飾顯莊嚴剎、
第四點點花辮鋪陳剎、
第四點點花辮鋪陳剎、第五種種妙善清淨剎。
第五種種妙善清淨剎。
於此娑婆世間界下方有有剎土名:德生光明毗盧剎，彼中安住無垢燃燈如來、彼
上方有剎土名:蓮華妙德所莊嚴剎土，彼中安住獅子光明無垢如來、彼上方有剎
土名: 珍寶飾顯莊嚴剎土，彼中安住金剛光明佛、彼上方有剎土名: 點點花辮
鋪陳剎土，彼中安住光明歡喜力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 種種妙善清淨剎土，
彼中安住自在妙德如來。
剎土與娑婆世間之異同：
釋迦佛二位弟子曾互相交談，一位主張娑婆世界即是娑婆世界，是異於剎土；
另一位則主張，娑婆世界亦是諸佛之剎土，二位弟子以此請示釋迦佛，而佛陀
如此開示道：娑婆世界原本即是清淨的莊嚴剎土，並展現出神變令弟子們親見
娑婆世界即是清淨的莊嚴剎土，只因眾生由習氣業力產生迷亂，因此見剎土為
不清淨的娑婆世界，一旦業清淨之後，則所見何處不是剎土，娑婆世界即是諸
佛所化現的莊嚴剎土。
由嘎瑪恰昧尊者所造之極樂願文言：
「由此西方日落之方向，越過無數無量恆河
沙世界，有一淨土名為極樂。」極樂淨土無窮遙遠之因，乃因眾生之深厚業力
煩惱之故，一旦煩惱業力清淨之後，即能發現，極樂淨土即在當下，阿彌陀佛
與自己不曾片刻分離過，只要一心皈依，於業力清淨之後，即能看見上師即為
阿彌陀佛，所處之娑婆世界即為極樂淨土。如果無法清淨業力，即使越過無數
恆河沙世界，往西方走過無盡路途，亦無法到達清淨剎土。
根本頌云：第六圓滿盛開花剎土
第六圓滿盛開花剎土、
第六圓滿盛開花剎土、第七真實所生威德音、
第七真實所生威德音、第八無盡妙音解脫剎、
第八無盡妙音解脫剎、
第九金剛尊勝之寶幢、
第九金剛尊勝之寶幢、第十顯耀十ㄧ
第十顯耀十ㄧ顯現色、
顯現色、十二毗盧澄淨之剎土。
十二毗盧澄淨之剎土。
第五剎土上有剎土名:圓滿盛開花剎土，彼中安住名稱自在如來、彼上方有剎土

名: 真實所生威德音剎土，彼中安住本智海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 無盡妙音
解脫剎土，彼中安住威德無敵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 金剛勝幢剎土，彼中安
住聖者王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毗盧遮那剎土，彼中安住法性無量如來、彼上
方有剎土名: 顯現色剎土，彼中安住梵淨自在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 毗盧澄
淨剎土，彼中安住光明莊嚴如來。
根本頌云：十三即此娑婆世間剎
十三即此娑婆世間剎、
十三即此娑婆世間剎、東方俱蓋南方名恆常
東方俱蓋南方名恆常、
蓋南方名恆常、西方離塵北方遍淨剎。
西方離塵北方遍淨剎。
生於此娑婆世間之有情參雜三毒，能堪忍三毒之折磨，無畏業及煩惱故名為娑
婆，娑婆是梵語，中文為無畏、堪忍的意思，此說法出自華嚴經，也因此娑婆
世間眾生堪為大乘密咒之應所化機眾生。
根本頌云：其上光耀無垢為十四
其上光耀無垢為十四、
其上光耀無垢為十四、十五珍寶莊嚴之剎土、
十五珍寶莊嚴之剎土、十六離塵十七顯清淨、
十六離塵十七顯清淨、
十八珍寶光耀第十九、
十八珍寶光耀第十九、極顯作顯如是第二十、
極顯作顯如是第二十、放光光耀二ㄧ
放光光耀二ㄧ及二二、
及二二、俱顯極嚴
二三及二四、
二三及二四、第二十五極善歡喜剎。
第二十五極善歡喜剎。
此娑婆世間上方為第十四剎土名: 光耀顯現無垢剎土，彼中安住日無垢眼如來、
彼上方有剎土名:珍寶生源極莊嚴剎土，彼中安住無貪本智如來、彼上方有剎土
名:離塵剎土，彼中安住妙德勝幢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圓滿清淨顯現剎土，
彼中安住虛空遍顯光明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珍寶光耀剎土，彼中安住福德雲
聖者、彼上方有剎土名:極顯剎土，彼中安住作顯明燈王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
作顯剎土，彼中安住光明莊嚴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放光剎土，彼中安住遍視
自在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光耀剎土，彼中安住光明王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
俱顯剎土，彼中安住遍作顯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極嚴剎土，彼中安住圓滿盛
開花如來、彼上方有剎土名:光輝極歡喜剎土，彼中安住極歡喜德如來。
根本頌云：如是五數五種之自性
如是五數五種之自性，
如是五數五種之自性，即是身語意功及事業，
即是身語意功及事業，身之身等剎土二五數，
身之身等剎土二五數，
娑婆意之意故殊勝剎，
娑婆意之意故殊勝剎，大密ㄧ
大密ㄧ生決定心要嚴。
生決定心要嚴。
二十五個剎土當中以五個為一個單位，各為：身、語、意、事業、功德，而每
一單位又有五個身、語、意、事業、功德，因此，共計二十五個剎土。此乃以
意義上作解說，事實上諸佛之剎土為無數，不可計量。
依此方式計算方式，以位於心間的剎土(即第十三個剎土)最為殊勝，因其為：
意中之意的剎土，因此能得：大密決定心要莊嚴的教法(即密乘的教法)。此二
十五個數字所代表為二十五個本智，即佛之五智：大圓鏡智、妙觀察智、平等
性智、成所作智、法界體性智，各五智中再一一成五智，故成二十五本智。
根本頌云：如是報身基處眾剎中
如是報身基處眾剎中，
如是報身基處眾剎中，圓滿報身毗盧大如來，
圓滿報身毗盧大如來，化身調伏顯現各導師
化身調伏顯現各導師。
調伏顯現各導師。
如是之依靠報身佛顯現之無量剎土中，由毗盧遮那雪域海如來從一切處放射光
芒，光芒頂端即成隨所調伏之無量化身之顯現。

以上為報身剎土的情形，由圓滿報身的毗如遮那如來所幻化各個剎土，為有情
展現各種顯現，由於眾生無量，所以剎土也無量。
根本頌云：尤其於此三千娑婆剎
尤其於此三千娑婆剎，
尤其於此三千娑婆剎，千佛嚴置千盞光明炬，
千佛嚴置千盞光明炬，ㄧ自性中如是而顯現。
自性中如是而顯現。
於娑婆世界的千佛：
於此娑婆的三千世界中，有千佛出世，這些佛實為同一自性，皆為毗如遮那雪
域海如來的自性，為利益無量眾生之故，因此顯現不同的佛名、各別形象、由
發心開始，經道位的修持，於地道登移趣入上部的地道，乃至最後成就無上菩
提，此皆為利益眾生而顯現的方便善巧，雖名為千佛，實際上為無量無數，只
為相應有情之故，故言千佛，也由於眾生不同的心性之故，而有不同的化現，
並非與毗如遮那雪域海如來有任何相異，此千佛實為早已成就佛果，僅為利生
之故，再次化現，並依此引導眾生再次回歸於清淨之剎土中。
根本頌云：剎及導師變化使芸生
剎及導師變化使芸生，
剎及導師變化使芸生，滿無邊願引至菩提地，
滿無邊願引至菩提地，勝者加持變化即如是。
勝者加持變化即如是。
為了饒益一切有情，安住於報身剎土之剎土遍滿虛空邊際，而安住於剎土中的
有情一直到未解脫輪迴前，都有諸佛以種種變化引導令眾生出離輪迴，滿足一
切有情的願，如同如意寶珠之王ㄧ般，最後令有情隨順自己福緣，安置於三種
菩提果位，如同珍貴的船長ㄧ般，一切諸佛有如此無量奇妙之變化，此故應於
佛陀生起澄淨之信心。
若能如此理解諸佛剎土，則有共所稱揚之利益:
根本頌云：聽聞此理若得澄心信
聽聞此理若得澄心信，
聽聞此理若得澄心信，彼皆迅速成就世間怙。
彼皆迅速成就世間怙。
諸佛依此示現，皆為引導眾生之故，使眾生因親聞或親見，獲得加持，使不生
信心者因此而生信心，不生歡喜者而產生歡喜，亦使見聞的眾生因此迅速的安
住於解脫道，並成就佛果。
總 結：
第二品之重點概述：諸佛為利益有情，引導有情趣入淨土，而以大悲善巧化現
種種剎土，眾生乃因深厚的業力煩惱之故，因此見清淨剎土為娑婆世界，於業
力煩惱清淨之後，即瞭知何處不是佛的剎土。
課程預告：
課程預告
下一堂課將談論為何有「劫」的形成，劫於最初先形成什麼? 課程將先從外在
器世間開始說明，再敘述器世間中所居住的內在精華有情。一般而言，情器世
界皆由業所形成，然業又如何產生情器世界?
註：

世界：中央的須彌山+四方四大部洲+四隅的八小洲，此為一個小世界。
一個小世界 x 1000 = 一個小千世界
一個小千世界 x 1000 = 一個中千世界
一個中千世界 x 1000 = 一個大千世界
一個大千世界 x 3000= 三千大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