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大孔雀佛協會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亦得轉輕。
二、常 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寇盜、刀兵、牢獄之
災，悉皆不受。
三、夙生怨對，咸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仇報復之苦。
四、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餓虎，不能為害。
五、心 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氣力充盛
，所作吉利。
六、至 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壽
綿長。
七、所 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為多眾傾誠愛戴，
恭敬禮拜。
八、愚 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為婦女者，報謝之日
，捷轉男身。
九、永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勝。
十、能 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眾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
果。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聞法。直至三慧宏開，六通親
證，速得成佛。
※
印 造經像既有如此殊勝功德，故凡值遇祝壽、賀喜、免災
、祈求、懺悔、薦拔之時，皆宜歡喜施捨，努力行之！
（以上節錄《印光大師文鈔》卷四：「印造經像之功德」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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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敬尊貴的上師：

陀羅尼者，大部分是在世尊五時說法之涅槃時所

何等的福慧具足，能聞遇大孔雀明王法。承蒙三
寶的加持，上師的大悲願力，讓業障深重的 常通 ，竟
能從不信至深入的修學，幫助佛道的無量增上，而獲
益匪淺。

說的誓願，其語句稱之為真言，或成就者的真實語。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者，乃莎底比丘遭大黑蛇咬傷
，毒性發作，阿難陀求救於世尊而述說之陀羅尼。有

佛教，密宗、金剛乘、心地大法，由顯而助密，
由密而加持顯，顯密不分，體相不二，相互饒益。而
顯密修學者何其多，一切諸法皆有益，唯獨孔雀超群
倫。但，能深入大孔雀明王法幾十年而有悉地者，實
上

說，乃世尊為悲愍當時有學弟子，及末法業重眾生所

見 如長老當仁不讓！此明王經導讀卓作，對後學
下

之啟蒙助益甚大，功德無量無邊啊！未來定獲肯定至
寶之書。

大威力，能滅一切諸毒，能消除一切怖畏災惱，能保
護持誦者脫離一切鬼神所持所魅，能使厭禱咒術蠱魅
之惡法不能為害，一切熱病瘧病及全身各種疾病疼痛
悉皆治癒，實為末世眾生之救命珍貴寶典。惜此經淹
沒之時年長久，幸賴 上見 下如老和尚在公元 1978 年起
提倡讀誦修持此大孔雀明王經法，並請莊錫慶教授將
經文咒語更寫成較正確的梵語讀音，經三十餘年不遺
餘力的倡持讀誦，驗證在亢旱時求雨、雨澇時止雨，

再次感恩上師垂加護， 常通 學淺不敢作序，但奉
師命，望乞慈悲指正。

乃至治療身體病痛等，皆具有明顯效力，令所求滿願
。現在無論台北、宜蘭、新竹、台中……，馬來西亞

弟子

常通

頂禮

二○○八年六月於三德學院

、香港、新加坡、大陸等地，都有能持誦本經的道場
，可以說老和尚已把本經弘揚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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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者，乃老和尚──弟子的
剃度恩師所吩咐，將簡介重新編寫，由弟子法豐負責

林光明

序

梵文指導與校對。除了將簡介內容校正充實外，更將
近年來修法中常遇到的疑難，依大正新修大藏經及圖

過去二十幾年間，《孔雀明王經》與〈孔雀明王

像列舉說明，對於本經的解說更詳盡，是研究大孔雀

咒〉在台灣與華人地區相當盛行，我覺得主要是因緣

明王經者的最佳參考書籍。

成熟，讓孔雀明王經咒得以在全世界宏揚與盛行。不

弟子法豐，俗名簡豐祺，雖人稱悉曇梵文專家，
研究古梵文十六年，在台北華藏講堂教授梵文楞嚴咒

過，雖然因緣成熟，也需要有心、有願與有力人士的
大力推廣，這位熱心推廣的大菩薩，就是見如長老。

、大悲咒等長達七年，但至今尚在學習。法豐一生所

自 1981 年起，見如長老在台灣宜蘭．開成寺弘

持誦最主要的咒語就是楞嚴咒與大孔雀明王咒。楞嚴

揚孔雀明王經咒，並持續至今。在那個物質與資料都

咒可以平息一切鬼神障，及精神病、憂鬱症等；但在

非常匱乏的時代，他們編製出一部《孔雀明王經》，

身體深處，尤其下半身的病痛治療上，就屬大孔雀明

並大量流行於華人區域，甚至贏得開成版的封號。時

王咒最為快速有效。此二種咒語有異曲同工之妙，對

至今日，持誦該經咒的人們，還以它與其他版本的大

佛弟子同樣重要！只要虔誠讀誦，字字清淅就會有明

藏經，例如：日本《大正藏》與韓國《高麗藏》的內

顯效力，屢試不假。因此法豐護持楞嚴咒，也護持大

容拿來相互比對。由此可見，整個孔雀明王法再次於

孔雀明王咒。在此法豐也呼籲大家一起來讀誦大孔雀

華人世界復興，見如長老與開成版所占的重要地位。

明王經咒，消除一切疾病災惱，自利利他健康長壽。

開成版的《孔雀明王經》，已經盡了它的階段性貢獻

比丘

法豐

於宜蘭開成寺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也完成了它的歷史性任務。
此次，見如長老重新編寫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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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不僅增加不少考據嚴謹的實質內容，也補充

擇性地做了一些內容比對與梵文重建的工作。我知道

部分梵文的內容，對新一代的學習者來說，這是一種

這是需要嘔心瀝血，耗費大量財力、物力與人力，卻

學習的新趨勢。我有幸可以目睹本書重編過程中辛苦

同時是完全無法回收成本，並往往可能會挨罵的工作

的一面，而且在本書出版前，收到見如長老親自送來

。由於我自己有這樣的切身體驗，所以格外能了解見

的底稿，看到現已八十多歲的長老，為弘揚孔雀明王

如長老與其團隊的心情和辛苦。因此，當見如長老邀

法，如此的努力，個人除了讚嘆外，還有一些感觸。

我寫序時，我以自己對《孔雀明王經》不熟，僅略懂

我覺得這本新編纂的《導讀》，既有嚴謹的考證
，也保有簡單易讀的特性；其內容既包含深邃的義理

其短咒來試圖推託，但在長老的堅持下，也為感激他
對佛教與眾生所做的努力，我只好勉力為本書寫序。

，也兼顧通俗的說明。此外，全書也編有羅馬轉寫對

這十數年來，我編譯收錄有 10,402 個咒語的《

應梵文，賦予音譯詞一個還原梵音的面貌，而意譯詞

大藏全咒》，並將該書的漢藏譯內容做梵文重建；也

一個可瞭解其字源與原意的機會，以方便研讀者做進

為顯密常用的咒語，做過梵文的重建；更完成《房山

一步深入的探索。全書可謂高深與淺顯兼容並蓄，就

石經》中《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的梵文重建

編輯的角度而言，實在是一本精彩的書。對已深入孔

；也編譯了漢傳佛教史上第一套《梵漢大辭典》，該

雀明王法的人，可使修行與義理並重；對甫入法門的

書對咒語的梵文重建工作，有極方便的參考價值。

人，可收信仰與實踐之機。我自己過去二十年來，編
了四十幾本書，就一直期待能以這種方式編寫，看到
這本書的編排內容，覺得非常高興，個人僅藉此機會
，鄭重向讀者推薦此書，也樂見此書的流通弘傳。
近二十年來，我曾對一些有興趣的經文咒語，選

之所以會進行上述工作，是因為我覺得隨著地球
村的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小；而隨著電腦和網
路的普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將更為便利和頻繁。因
此，在未來，多國人士參與共修的機會將會大量增加
。在此情況下，我覺得目前是各念各的音，各唱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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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彼此聽不懂對方的唱誦內容，也不知道對方念到

用同樣的發音，我認為要讓大眾都能共同接受的版本

哪裡。我舉個實例，如果中、日、韓人士一起念〈大

，只有回到標準梵文、並且以羅馬拼音的方式呈現。

悲咒〉，各自以自己的語言念誦，在念的同時，彼此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淺見，也無法確認世界將來的

可能聽不懂、甚至不知道對方跟自己是念同一個咒語

走向究竟會如何？但是，我在台灣看到有國際人士參

。再以中國大陸為例，廣東人所唱誦的〈大悲咒〉，

與的法會，已經開始使用梵文的羅馬拼音，甚至藏傳

上海人聽不懂；北京人所念的，四川人聽不懂；雖然

人士在台灣舉行的國際共修會，有些已開始採用羅馬

他們所念誦的都是同一本漢字的咒本。

轉寫的梵文本，內心覺得相當欣慰，也覺得這個判斷

見如長老這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已直
接列出梵文羅馬拼音型的咒語，此外，在書上「甲三  

是正確的。
我有緣結識見如長老，是在 2007 年 7 月，當時我

科學證明」項下，還附有梵文悉曇咒輪，能識悉曇梵

為了要在電視台介紹梵文咒語的「（梵漢）咒語大講

文者，一看就知道此咒如何念。在此書中所附的種子

堂」節目中，向觀眾介紹〈孔雀明王咒〉，覺得若要講

字、及專有名詞之後，也都加上了對應的梵文羅馬轉

〈孔雀明王咒〉，就非得講到在台灣始傳並廣傳〈孔

寫。我覺得是因為見如長老知道孔雀明王法是個大法

雀明王咒〉的──宜蘭孔雀山．開成寺開山和尚見如

，雖然目前主要只流行於華人與日本地區，但早晚會

長老，因此透過友人的介紹，到陽明山拜會了長老。

在全世界大流行，因此他已經注意到將來國際人士共
修時，可能會回歸梵文化的問題。其以八旬高齡，尤
能洞悉時代的脈動、及佛教傳播方式的新走向，這種
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為顧及將來國際共修能用同一個咒本或法本，使

謝謝他熱誠的接待，我為了報答他們的誠意，也
很直率地向他報告我從梵文的角度，對〈孔雀明王咒
〉的種子字、及悉曇梵字寫法的意見，同時也向他報
告我對華嚴四十二字母的看法，見如長老的態度非常
開明，對我的看法予以尊重，讓我非常感動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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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極為讚嘆他對佛法的態度。
這本書的編製改寫過程中，雖然見如長老身體不
是很好，不過他看到我的身體更差，所以有好幾次，
他都親自把編寫過程中的原稿，帶來我的辦公室，讓
我參考。我雖然力不從心，不過也盡力提供我的意見
與資料，供法師與編輯人員參考。這本書能改寫重編
，相信必能造福更多人，我個人對於重新編寫的書的
內容之豐富與精確極為佩服，也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議
；更對見如長老的用心與堅持、及其完成本書的毅力
，感到非常致敬。
說到這本書的編排、改寫、及校訂過程，我覺得
最該感謝的因緣，是戴軍生先生原來計劃編寫的另一
本書。我相信如果沒有他的起始及推動那一本書，後
來就不會有將這本書改寫重編的因緣，更不會有《佛
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的新版問世。其次要謝謝一位
不願具名的實際執行編修工作的法師，由於她的細心
努力，才能讓全書得以順利整編。
隨著《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的流傳，我相信

林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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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更多人研究《大孔雀明王經》並持誦〈孔雀明王
咒〉。除了感激與讚嘆見如長老所做的整理工作，更
衷心冀望將來有人繼續研究該經。也希望將來有更多
的學習者與研究者，繼續投入有關孔雀明王經咒的研
究，好讓孔雀明王經咒更為盛行，造福人群，並保護
這個地球，遠離苦難與污染。謝謝見如長老，為了眾
生而努力，也希望見如長老能有更健康的身體，繼續
長久住世，為苦難的地球與人類，再次帶領我們勇敢
地向前行。
林光明
二○○八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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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唐密佛母大孔雀明王法顯出」序
法隨法緣，佛法由印度傳入中國，密教在唐朝曾
盛極一時，開元三大士之貢獻人盡皆知，亦是多朝國
師。由於法緣際會，密法在中國暫寂或隱於顯教，但
在民間從未間斷，目前教授經文、咒語者多，研究經
義或考究音義則寡，近代弘揚《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且深入研究者，中國能有 上 見 下 如長老率眾先趨，確

讚「唐密佛母大孔雀明王法顯出」序‧ 13

佛秘密即解此疑。
今（公元二○○八）年四月底，率團至日本真言
宗各大道場—高野山大學、金剛峰寺、東寺、智積院
、比叡山寺參訪交流，發現孔雀法在真言宗道場甚為
重視，很多寺院都有供奉孔雀明王尊。余將於七月初
再度赴日深造，收集孔雀法在日本弘揚之情況，以作
架設國際平台之參考。

屬可貴！尤其先睹該導讀後，更是發自肺腑感佩長老

本書（第二單元甲三）引述科學證明，日本江本

，用心之深，內容詳實，出處有據，令聞者皆能信入

勝博士，在研究水結晶狀態的實驗中亦發現：正向的

，而生廣大功德。

意念、文字、聲音、圖案，尤其佛教的咒語、聖號、

既稱為密，密可言乎？可傳乎？此疑情長存釋子
間。密教稱之為密，係諸佛無上菩提，以三密相應法
，擇根傳授。所以習密者必備幾種因緣：須先有接觸
傳授密法善知識之因緣，繼有信入之善根及無障礙修
行之福報，進而透過本尊相應法修習。例如修孔雀明
王法，即以孔雀明王為本尊，觀想孔雀明王就像天下
父母對子女的付出，無有終盡。若行者能至心憶念佛
母之聖號或咒語，自然能相應諸佛本願加持之功，諸

梵唄等，都會產生結構完整而美麗的水結晶。這在日
本空海大師的真言宗總本山——高野山，便可親身感
受。高野山目前有幾十座唐式建築造型大寺院，每座
寺院早課都作供養修法，從未間斷，不管是否真言行
者，只要進入此山中，自然被一股寧靜吉祥的磁場所
攝受。其實只要置身於正法的大叢林，都會有此殊勝
經驗，這是環境磁場所相應的。
一般人不瞭解密教本質，多以「小於治病消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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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唐密佛母大孔雀明王法顯出」序‧ 15

大焉祈福國泰民安」為旨趣。殊不知，密教既是佛教

(三)意密——
種 子字。種子字代表無量義，也是行門

晚期之內容，絕非有求如外道；若當有求，則為暫時

（修行法門）之意。真言行者，以此三

方便救度，令有情終至菩提為目的。因此，法會與眾

密觀行，則親近諸佛，速成就矣！

可略分三個層次：
(一)
攝 受有求者接觸佛法，令其消災，減少學佛障礙
，增長善根。
(二)自行解脫為目標之秘密禪定（三密相應）。
(三)
建 立壇場以為化城，成就菩薩羯磨。故論師無法
以有為眼光瞧出無為相應內容，唯有親見親證實
修者，方知密教精髓。
顯密同屬佛乘，雖異曲卻成就者均多，只是行門
不同、方便有別而已。三密相應是密教特別強調身、
口、意三密同時起作用：
(一)身密——
入 我我入。觀想本尊尊形，如能深入瞭
解本尊如何建立無量功德，如何發菩提
心、如何發願、如何行持、如何成就菩
提，具一切智智，究竟圓滿。
(二)口密——
持 咒。咒語是諸佛成就的結論，用語言
表達的最高境界。

孔雀法之於密教，相當於淨土法門之於顯教，皆
顯其特異方便普被三根，「讀誦」即得法身加持。最
後祈願——修「佛母大孔雀明王法」諸行者，此生成
就，具足無量智慧、善巧方便，迴向諸有情。
中華國際唐密協會 周文魁
二○○八年六月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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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序‧ 17

擇其要者，去蕪存菁，言簡意賅，

樂

序

乃將新著「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一書樣稿，
寄來精舍，囑為作序。

時序雲煙，變化無端；

其中昔作部分，加以增勘，

孔雀法水，眾迷難飲，唯智人者，遇斯法喜。

如壇儀結界，印契作觀，修法次第，尤為端嚴緊密，

果若凡俗信而能入，必能妄消真顯，闇滅明覺。

敷陳羅列，無不詳盡，闡發無餘，

何以故？

實為修學孔雀明王大法之依止寶典。

孔雀明王，實為釋迦如來應化示現；

今付梓在即，謹贅數言，以之為序。

其法妙應，感應道交，
遇斯法者，無病不瘥，無災不消，
故可降三災伏八難，拔五毒除八苦，

台北市大乘精舍主持樂崇輝
歲次戊子年季夏於洗心齋

出纏離濁，妄息真顯，持咒一心，即入三昧，
蓋密禪不二，全體現前，

不登雪山服不死妙藥，不入神窟得長生秘術。

方知孔雀密法罄書難盡，利益人天，度化無疆。
願諸世界常安穩，無邊福智益群生。

見如長老宏揚孔雀大法，
正逢世法失德，人心陷溺，
故爾風起雲湧，多事之秋，陰寒掩至，災難頻仍；

摩尼奇珠待大龍而雨寶，輪王妙藥對鄙人以為毒。
菩提妙華遍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
身病百種，方藥不能一途；心病萬品，經教不得一種。

觀於此，
師乃於宏法利生之餘，博覽密部典籍，

明王座下種善根，彌陀願海生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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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本經咒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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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夫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佛所宣說。
願以神力常擁護我中華民族：國運昌隆、社會安

序一 . .................................................. 上常 下通法師

定、經濟繁榮，族群和諧，國家元首政躬康泰，文武

序二 . .................................................. 上法 下豐法師

百官軍政修明。

林光明序 ....................................................林光明

諸山長老、弘宗演教諸大善知識，法體康泰，法
輪常轉，佛日增輝，正法久住，三寶常興。
一切病毒：腸病毒、流感病毒，乃至煩惱病毒消
失；水火風災地震等災倖勿侵擾，南北極冰山止溶。
我今依法結其地界結方隅界，願佛母大光明力，
龍天護法加持與會大眾：身體健康、道業精進，福慧
增長，所求滿願。全國同胞，安居樂業，風調雨順，
五穀豐登，世界和平。同發菩提心，同登無量壽佛國
土，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按：因時地制宜調整內容。）

讚「唐密佛母大孔雀明王法顯出」序 .........周文魁
樂序 . ..........................................................樂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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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廣播講稿‧ 

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廣播講稿
收音機前的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有機緣在空中研
究這一部經，據文獻記載，早在七世紀時，此經就廣
受歡迎，至今數十年來亦倍受肯定。唯尚有些大德們
不了解這部經，豈肯盲從信受奉行！雖然曾邀請先進
諸大善知識題字簽名助宣，果然收效一時，可是仍有
人瞪著眼，看著師父的簽名題字，還是不能接受，此
非宣揚猶待加強乎？這就是我寫這部《佛母大孔雀明
王經講稿》的動機。為佛弟子有義務替佛宣揚這部鬼
神欽龍天護，導迷之標月指，除熱惱之真甘露──《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期法燈常遍照，祖印相傳付。
首先要說明本經前之啟請法，很明顯是「前方便
」。這在義淨大師譯本處理得很流暢，沒有另外立題
，「爾時佛告阿難陀，若有苾芻苾芻尼，國王大臣，
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所願求，發心歸命『摩訶摩瑜利
咒王』者，應當先作如是啟請命召法式為前方便。」
而本經卻另外立題為「啟請法」。因為排列字體大小
不同，甚或有加括弧的，令人讀出不是，不讀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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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廣播講稿‧ 

，若不加以研究很難決斷，而義淨大師的這段譯文就

。現在介紹啟請法後的五條咒及手印。

顯得高明些。在《大正新修大藏經》十九冊四一五頁

附註：

，原文立題「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前啟請法」，字

（左）
大 正藏圖像部八

十八

體是一樣的，另外還加上譯人，這就是不空大師的譯

道私記印圖，手印圖卷

本。這分明告訴我們這段啟請文要讀的，而且不可或

下之「手指秘名」。
（下五）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校

闕──尤其公開修法時。另 學人把《佛說大孔雀明王畫

註。

像壇場儀軌》的五條咒，移到啟請法後、經文前，一

簡豐祺教授（法豐師

方面莊嚴壇場，一方面把秘密的密教透明化，好讓發

父）手繪。

大心同修們也能領眾同沐法恩。
「啟請法」的內容是皈依三寶，召請鬼神、龍天
等來聽我們讀誦本經，來接受我們香花、飲食的供養
。捨除暴惡心，咸起慈悲念，於佛法僧三寶，生清淨
信，願生歡喜。
顯教裡佛說的經典，都有六種成就的序分。密教
的經典也不例外，唯有部分的密教經典結構章法不同

⒈
先 結三昧耶印：二手右押左外相
叉作拳，直竪二中指頭相。

唵1 三麼野2 娑怛鍐3
om
. , samaya

satvam
.

⒉
次 結金剛鉤菩薩印：准前三昧耶

。除了本經，還有《大正新修大藏經》十九冊三五三

印，以二頭指屈如鉤向身招。

頁，大唐‧京兆杜行顗奉

唵1 嚩日朗矩尸2 阿羯茶3
-.
om
a-kad. a
. , vajrankuśī
微羯茶 娑嚩訶4

詔譯的《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首句就是「稽首一切智」，接著「如是我聞…
…」這是密教經典章法結構特異的地方。
「啟請法」內的名相，於後「入文略釋」再介紹

vikad. a

sv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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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廣播講稿‧ 

⒊
次 結阿波羅

多明王印（用結地

界結方隅界）：二手右押左內相

在介紹本經之前先說幾句閒話：其他的經典註疏
很多，例如《金剛經》的解釋，就有「百家集註」、

叉，直竪一中指頭相拄。

江味農居士的講義等，內容都很豐富。時彥出家在家

唵1 虎嚕 虎嚕2 戰拏里3

的大德們亦都有作品出版，可說不一而足。而本經參

-

om
. , huru huru

can. d. ali

考資料僅《孔雀經音義》而已。

摩蹬岐4 娑嚩訶5
- .
- matangi

《孔雀經音義》凡三卷，日僧觀靜撰。為唐朝不

svaha

空所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之註釋書。收於大正

⒋
次 結普供養一切賢聖印：二手右

藏第六十一冊。全書分成述大意、釋題目、入文判

押左相叉合掌，十指互交上節。

釋等三門。述大意中簡述經旨，釋題目再分顯、密

曩莫 三滿多 勃馱南1 薩嚩佗2

兩種，以顯密二教之立場解釋「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namah. samanta buddha-nam
. , sarvartha

欠3 嗢娜櫱帝4 娑頗囉 呬 牟含5
kham
. udgate,

sphara

hī mam
.

誐誐曩 劍6 娑嚩訶7
gagana kam
.

八字。其次入文判釋則將經首之「讀誦佛母大孔雀明
王經前啟請法」與經之本文加以註解。註解之語凡
千四百六十，解說其字音字義或有關之事項。全書對

- -

svaha

各語解釋之精粗差別極其顯著。所引書目極多，計
百三十部，舉凡經典、密部、論部、史傳、中國撰述

⒌
次 結佛母大孔雀明王印：二手右

、日本撰述、外典等皆引用之。末尾作者云：因以栂

押左內相叉，二大指二小指，各

尾藏庫之書本書寫，其文字落脫、寫誤、蠧損，文義

直豎頭相拄即成。

唵 麼庾囉 訖蘭帝1 娑嚩訶2
om
. , mayura krante

sva-ha-

不貫通多，令忽書寫之間，定多誤歟；雖先德間撮此
義多矣，末流生不逢時，誰可忽之？伏請明王本誓照
察弟子微志，命法久住利益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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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釋名題‧ 

走筆至此，白內障的老眼昏花，加上盈眶的淚珠

佛母。

，祇好合眼不勝唏噓地，仰白佛母大孔雀明王尊，常
以智慧光明加被，萬勿將此講稿寫得乖誤百出啊！

大孔雀者，大之一字有橫豎無邊際義，數量過塵
沙義，最勝最上義。孔雀者禽類也，牠的特性好食毒

在中國廣播錄音室點子小姐的催促下，趕寫講稿

蟲毒草，諸毒不能為害，反增其羽毛豐潤光澤，勝諸

。講稿未竟，先行錄音播出。測試播出的波段，台北

他鳥他獸的消毒能力。本經下卷云：「貪欲瞋恚癡，

地區過多干擾，台中、埔里、彰化、員林都收不到訊

是世間三毒，佛法僧已斷，實語毒消除。」以孔雀所

號。祇好停止錄音，得以再次清稿整理的機會，俾便

喻之鳥德，顯本經能喻之經德，實在妙極，恰當極了

配合廣播，或到各地弘揚，迅能出書，不致錯誤百出

。《大般涅槃經》云：「孔雀聞雷震聲而便得身。」

。將釋此經，略以七門分別，每一門再分數科說明。

佛說法被喻為震法雷鳴法鼓。喻眾生聽聞法音，頓生
法芽，猶如春雷一動，草木生芽。《法華經》〈藥草

一、略釋名題 三

喻品〉以三草兩木比喻五乘之機，經云：「一切眾生
聞我法者，隨力所受，住於諸地。」在在顯示佛法善

甲一、釋經題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八個字，在《佛書解說大
辭典》第九冊，解經題「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條，經
題未解隻字，卻把經的內容作了完整的描述，這也很
好。

喻。孔雀不但聞雷震聲可以成孕，聞公孔雀之叫聲，
或與其影子接觸，亦可成孕。更顯示本經不思議力，
末學

倖親見其事，復聞其理，誠不虛也。
這大孔雀顯然不是普通的孔雀，而是釋迦如來化

現的。在本經卷上佛陀告訴阿難說：「此孔雀王者，
佛母者，佛之一字泛指一切諸佛。母字有出生之

即我身是。」密教也說：「此孔雀王者，大日如來化

義。《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六曰︰「佛以法為師，佛

身是。」大日如來是法身佛，釋迦是化身佛；顯教法

從法生，法是佛母。」又般若能出生諸佛，故般若是

身是不說法的，密教法身不但說法，且以六塵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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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釋名題‧ 

，它強調處處比顯教高一籌。其實「是法平等，無有

般階位菩薩混淆，或「明王」、「菩薩」併用者，在

高下」。華嚴諸法身大士說法，就是法身佛說法，法

此統一稱「孔雀明王」，或「孔雀明王尊」。

身無相，無不相故。青青翠竹，潺潺流水，皆說妙法

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3 冊，《密宗思想論

。顯教不亦六塵作佛事麼？！祖師們不是因見聞而明

集》二一九頁郭元興大德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之勝

心見性開悟麼？！或曰：「此大日如來化身與釋迦化

利〉云：「大孔雀佛母明王者，佛部之尊，雙具『部

身如何會通？」曰：「名雖異，體常一；法、報、化

母』、『明王』之德，故稱佛母明王也。」這又是一

非一非異，缺一則不可也。」《普賢觀經》云：「釋

解。

迦牟尼名毘盧遮那遍一切處。」毘盧遮那又是大日如

《大唐西域記》卷三曰：「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

來之梵名。《金剛頂經疏》、《法華經文句》所云久

，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為孔雀

遠成佛者，亦是毘盧遮那佛，不可異解；乃異名非別

王，與其群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

體也。大日如來為內證之秘說，外法華終極妙談之用

嘴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

。雖內證外用之不同，皆如來隨智之妙教也。

孔雀趾迹。」

明王者有二義：一指真言陀羅尼之王。而密教所

經者，契經之義──上契諸佛度生之理，下契眾

稱之明王，為教令輪身，受大日覺王教令現忿怒身，

生得度之機。尚有貫穿諸法而歷古今恆常不斷之義，

降伏諸惡魔之諸尊，稱為明王。《真偽雜記》十三曰

眾常聞茲不贅。

：「明者光明義，象徵智慧。以智慧力摧破煩惱業障

凡是修學菩薩道的行人，本經是不可或闕的度生

之主，故云明王。」一般明王多現忿怒像，唯孔雀明

法寶；凡欲成就佛道，必須行菩薩道度眾生，約本經

王特顯慈悲像，是以有稱菩薩者。菩薩為正法輪身，

而言，也可以出生諸佛，以佛佛道同故曰《佛母大孔

是故孔雀明王兼具二者。然不論教令輪身或正法輪身

雀明王經》。

，無異大日如來自性輪身視機垂現之妙用。為免與一

一切佛經之題名不外別題與通題；「經」之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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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釋名題‧ 11

為通題，「佛母大孔雀明王」是別題，別於他經故。
本經在七法立題中，屬法、喻、人三法立題：

經》。
⑵
抵 禦惡鬼之《守護大千國土經》。
⑶
抵 禦毒蛇及一般疾病之《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法 － 《般舟三昧經》

《如來獅子吼經》

喻 － 《稻竿經》

《妙法蓮華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

人 － 《阿彌陀經》

《文殊問般若經》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⑷
抵 禦一切災星、野獸、毒蟲之《大寒林聖難拏陀羅
尼經》。
⑸
袪 除疾病之《大護明大陀羅尼經》。

佛母是法，大孔雀是喻，明王是人，三法立題。
若云單人立題也很妙，因為佛母大孔雀明王就是

依《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冊，與本經相關之
收錄如下：

三世諸佛之母故。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78 冊 15 頁，考《大孔雀

經號

經

名

卷數

翻譯者

譯者年代

唐‧不空

705～774

九八二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九八三

佛說大孔雀明王
畫像壇場儀軌

一卷

九八四

孔雀王咒經

二卷

梁‧
僧伽婆羅

460～524

佛教的經典，唯本經考據學家經過實地的勘對，

九八五

佛說大孔雀咒王經

三卷

唐‧義淨

635～713

諸藥叉名也經歷朝版本一一對照，確認佛所宣說，所

九八六

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一卷

失譯人

＊

以值得大家信賴，尤其是為佛弟子。

九八七

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一卷

失譯人

＊

九八八

孔雀王咒經

一卷

姚秦‧
鳩摩羅什

343～413

明王經》，為北方佛教所稱五護真言之一，時雖逾
千百年，而民眾之篤信如故也。中國自紀元四世紀迄

三卷

八世紀，此經已經四譯，西藏文亦有譯本，尼泊爾亦
鈔錄不絕。

「五護陀羅尼」是由五種陀羅尼合集而成，在尼
泊爾頗受重視。即：
⑴
密 護出離罪惡、疾病及其他災禍之《大隨求陀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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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釋名題‧ 13

以唐‧不空三藏所譯之《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最

開府之名始此。魏晉以後，開府者益多，別置「開府

為流通。《孔雀經音義》云：「如今是者大唐大興善

儀同三司」之名。晉羊祜（音互）督荊州，亦以將軍

寺三藏不空和尚，大曆六年 (771) 奉玄宗肅宗兩聖帝

開府。故後世稱督撫（總督、巡撫）為開府。公元

恩命，於上都內道場所翻譯也，斯為正譯。」

七七四年，大曆九年六月十六日，師寂於長安，生前
帝親臨病榻探視，並任師為開府儀同三司。同時封他

甲二、釋人題

為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雖師一再堅辭，帝意已決。

唐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贈司空
諡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七月十五日帝又敕贈「司空」，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
上。諡是人死後追贈的封號，和上即和尚。
三司者，古官名，亦稱「三公」。西漢稱「大司

唐，是朝代名；特進試者，是唐代宗時制授的官

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司；東漢以「太尉、司徒

銜。漢制諸王公將軍，功高德盛，為朝廷所敬重者賜

、司空」為三公；唐時以「御使大夫、中書（中書舍

位「特進試」，位次「三公」，隋唐改為散官，清時

人）、門下給事中」為三司。

廢之。「散官」者，無實職之虛位也。
鴻臚卿者，秦稱「典客」，漢稱「鴻臚卿」。掌
接待外賓及凶喪儀慶等事。北齊曰鴻臚寺。佛教初傳

儀同三司者，於三司（三公）之外，對權高位重
之官員所別加贈之尊號曰「儀同三司」，意謂其儀制
與三司同也。

入中國即接待於鴻臚寺，由其卿指示進退。唐代盛世
，西域僧人有追贈鴻臚卿者，尚有菩提流支、善無畏
二位大師，清末始廢。
開府者，開建府署，設置僚屬也。漢制惟「三
公」開府。漢末李傕、張揚、董承等，以將軍開府，

大廣智者，帝所加號也。敕贈司空。諡號大辯
正。
不空是師之法名，梵名 Amogha vajra。
大興善寺者，位於長安城南約十里，唐十大寺之
一。隋開元年中建立之後，不空三藏駐錫大開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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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釋名題‧ 15

道場。

，真言秘典，經論梵筴五百餘部，並蒙指授諸尊密印

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之謂也。

，文義性相等。又遍遊五印度，於天寶五年 (746) 還

沙門者，梵語 Śraman. a，修道者之總稱，通於內

京，為玄宗灌頂。住淨影寺，適時乾旱 ， 修 孔 雀 法

外二道。亦即指剃除鬚髮，止息諸惡，善調身心，勤

祈雨靈驗，賜號智藏，並賜紫袈裟等。

行諸善，期以行趣涅槃之出家修道者。

安史之亂起，師住長安大興善寺行禳災之法。曾

詔譯者，是奉玄宗、肅宗二帝詔旨翻譯的。

於太原五台山建密教道場。大曆六年 (771) 表進開元

師，西域人也，又名不空金剛，為唐代譯經家，

以來所譯經典七十七部一○一卷及目錄一卷，並請入

奉

密教付法第六祖。誕於大唐神龍元年 (705) 南印度師

藏。

子國（今錫蘭）人。天資聰明，幼從叔父遊南洋諸國

大曆九年六月中，師預知時至，上表辭別，倚臥

。其後出家，年方十四 (718)，於闍婆國見大弘教三

入寂，享年七十。追贈司空，代宗朝諡號「大辯正廣

藏金剛智而師事之，學《悉曇章》，誦持梵經。尋

智三藏和上」。於大興善寺造塔安置舍利，與鳩摩羅

渡南海，唐‧玄宗八年 (720) 抵洛陽，時年十六。至

什、真諦、玄奘並稱四大翻譯家，對確立梵語與漢字

二十歲開元十二年，於洛陽廣福寺受具足戒。師聰明

間嚴密音韻對照組織之功甚鉅。又與善無畏、金剛智

過人，盡得五部三密之法。

並稱開元三大士，付法弟子有含光、慧超、惠果、慧

金剛智示寂，師遵遺命，往印度求法。船遇順風
，未逾一年而抵師子國龍智阿闍梨所。行禮如儀從而

朗、元皎、覺超等，而以嫡傳之惠果稱真言付法第七
祖。

問津，即奉獻大唐國信，金具等供養物。龍智曰：「

其所居寺有荷池，周迴四十畝，旁無灌注而湧甘

吾寶者心也，非此金具等也。」即授以十八會金剛頂

泉，濃甘鏡清，冬夏常滿。池水先期而涸，與夫雙林



瑜伽，及大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各十萬頌，五部 灌頂

 五部者，佛部、寶部、蓮華部、金剛部、羯磨部。

變白，事雖異，感同矣。（宋‧《高僧傳》，《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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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大唐貞元《釋


多，《釋藏》中亦有一《孔雀經》，據云為其譯本，

教錄》）

其名為《大金色孔雀咒經》。其中雜有《般若波羅蜜
多咒》及別咒。諸咒以外餘文，似節錄帛譯第二本之
甲三、追溯鑒定

文，則此三本實一本之節譯耳。

公元三一二年，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羅 Po Srimitra

《大孔雀經》全文之翻譯，在 516 年，譯人為

為西域王子，捨位出家，於晉懷帝永嘉六年來中國，

扶南（今高棉）三藏法師僧伽婆羅，至中國後，於

住於建康（南京）建初寺。東晉元帝永昌元年譯《孔

506～520 年間翻譯經文。其《孔雀經》漢名為《佛

雀王神咒經》等。這是根據佛光山出版的《佛教史年

說孔雀王咒經》，其譯文多從實錄，譯筆既劣，間有

表》裡的記載。

錯誤。

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78 冊，「大孔雀經藥

至七○五年，工綴典詞之義淨，又譯《佛說大孔

叉名錄輿地考」云：帛尸梨密多羅於西晉永嘉 (307

雀咒王經》。淨本雖自稱譯其全文，散文詩頌皆依原

～312) 年間至中國，317～322 年間譯有三本，《釋

本，第藥叉之名有音綴甚長，而不能合中文之五言頌

藏》中尚存帛譯二本。茲二本實為一本，特其一本譯

句者，其譯本之本名，遂不免有省譯，或意譯之事。

文較長耳。《高麗藏》皆名《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其後密宗大師不空亦有新譯本，名《佛母大孔雀

》。《元藏》、《明藏》一名《佛說大孔雀王咒經》

明王經》，此本與其謂譯原文，無寧謂校正淨本。當

，一名《佛說大孔雀王雜神咒經》。鳩摩羅什譯經甚

時不空必定有一種或數種梵本為根據，且其學問甚博
，則其譯本洵可重也。

 《表制集》，全名《代宗朝贈司空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據《至元法寶勘同總錄》（1285～1287 年，元

》。全書六卷，收於《大正藏》五十二冊，唐‧圓照編集。係
輯錄唐‧不空師徒所撰之表制、碑文，及肅、代二宗之批答而
成。其文獻向為史學家所重。

‧慶吉祥等集），《元藏》中尚有不空撰之《唐梵相
對孔雀經》，現已佚而不傳。又日本僧人靈雲 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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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曾於一六八六年，對勘（不）空本及（義）淨本

擴及現世利益，以祈禱消除天災、除病延命、安產等

，而撰《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異同》，此本已為日本《

功效而盛行。

釋藏》所錄。
西藏文譯本，現存於北京刊《甘珠爾藏》

二、經咒威德 五

Kandjour 中之 Rgyud 部中，其名乃直譯梵文原名，
甲一、持驗略述

譯文亦極正確。惟譯本名則依西藏譯例，不譯其音，
僅譯其意，自不免有多少臆斷耳。

日本修驗道始祖役小角，生於舒明天皇六年三月

本經經題雖因譯人不同而相異，但皆取孔雀能滅

，是一位有靈異不可思議力量的人。歷史記載，小角

除蛇毒之義。以所喻之鳥德，顯能喻之經德，縱追溯

在幼年時就崇信佛教，自然懂得孔雀明王咒、不動明

自七世紀或六世紀亦不例外。孔雀王日暮晨朝以咒自

王咒等，並通曉密乘大旨，因此能在雨天裡衣裳不溼

護，所以《孔雀咒》即名曰 Paritra，譯為擁護是也。

，浸水不溺。

然此經是日本真言宗所重視的密教經典。在日本

他在十七歲時出家，登上葛城山，身穿藤衣，吃

佛教界，孔雀經法是鎮護國家的大法之一。日本傳此

松果，不斷地誦讀孔雀明王咒，因此得到悉地，顯現

修法甚早，九世紀時修驗道始祖「役行者」即曾修孔

自在飛行的神通，時常駕五色雲向上飛到須彌、四天

雀咒法而得大靈驗。平安時代，自空海強調《孔雀明

王界，向下潛入龍宮和仙宮遊玩，前後都有鬼伴隨他

王經》之護國性以來，即為東密所特別重視，尤其「

遊行天下。他在沒有道路的地方闢道路，對無形眾生



廣澤流」 以之為無雙大祕法。至十一世紀，孔雀經法


結緣，而後攝州箕面瀧拜謁龍猛菩薩，接受秘密真言
的要義。又拜見大辯才天，悉地更加堅固，得到天龍

 廣澤流，為日本真言宗事相二大法流之一，起源於京都嵯峨廣
澤遍照寺，故有此名，較重視經軌。相對於此，小野流特重口
傳。

八部保衛供養。
以後他在葛城山和金峰山之間，役使鬼神架設石

20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

二、經咒威德‧ 21

橋，但動得很慢，所以小角便對眾神叱罵。問明原因

，故此法之威德力從而可知。（出自《密宗加持祈禱

，眾神說：「因為有一言主神容貌醜陋，自感羞愧，

秘密大全》）

於是白天不工作，才使進度延期。」他督促一言主神

在日本方面，最初修此法者，為聖寶尊師，醍醐

，並命令他白天架橋，一言主神不聽從，小角憤怒地

天皇延喜八年 (908) 夏，天旱。七月十九日，聖寶率

念咒制伏他，還把他綁在深谷裡，嚴加懲罰。之後，

三十二僧眾，於神泉苑修「孔雀法」祈雨。

一言主神對朝廷宮人說：「我是支配逆賊的神，小角
靠他的神力想竊奪國家，快去請求文武天皇，下詔令
將小角逮捕。」

又醍醐天皇延長五年 (927) 十月十九，日僧觀宿
於承香殿，修「孔雀法」以禳怪物。
村上天皇天德四年 (960) 五月十三日，日僧寬空

小角凌空飛去，於是官吏設計逮捕他的母親，小

於仁壽殿修「孔雀法」以息災。其後多次為祈雨而修

角便悲傷地自囚，而後被處斬。因動刑時斬刀斷了，

此法。其中最著名者，為小野的仁海法師，數次修此

於是朝廷將他流放到伊豆大島，發配該島居住三年。

法祈雨而皆驗。

小角白天待在發配的島上，晚上就登上富士山誦念孔

在中國方面，唐時不空三藏求法五印歸京，適天

雀明王咒，修行道術。其行動過海如履地，比飛鳥快

乾旱，帝敕於內道場修「孔雀法」祈雨三天果驗，帝

速，一到早晨又回到島上，十分謹慎。大寶元年赦回

賜號「智藏」。真是洪鐘雖古，小扣仍小鳴，大扣則

京師，明白此為一言主神讒言所使，即以咒制伏，將

大鳴也。

其投入深谷。
往後小角繼以種種身濟度眾生，日本天皇曾賜與
「神變菩薩」的封號，後世即以小角為修驗道的鼻祖

近代中華民國臺灣省，最初於一九八四年，為臺
灣北部年餘乾旱發心四十九天修「孔雀法」祈雨，閱
六日旱象解除。

，並以其真言宗的別派盛大舉行法事祈禱，可以說到

後相繼於臺灣中部埔里玉佛寺、北部南方澳南光

處有小角的遺蹟。因其一生聖蹟多得力於孔雀明王咒

寺、宜蘭孔雀山開成寺、台北縣雙溪大觀寺、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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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法輪講堂、聖靈寺、華嚴講堂，分別息災祈雨。

捕獵怨家伺求其便，遂以鳥羂縛孔雀王。被縛之時憶

為大陸十八省旱澇為患，修「孔雀法」祈雨止雨，莫

本正念，即誦如前佛母大孔雀明王陀羅尼，於所繫縛

不皆驗。

自然解脫，眷屬安隱至本住處。」這正是孔雀明王法

  

最早之感應實證！

在馬來西亞方面，於一九九一年，馬六甲佛教居

士林，領眾修法三天祈雨，年餘旱象不逾三天即行解
除。美國尖端科學家人造雨宣佈失敗。

甲二、文獻明德

大馬二次於吉隆坡天后宮修法，臺灣尚有屏東的

藏經密部有「一字金輪佛頂」者，八佛頂之導首

東山寺、中部員林大禮堂、彰化的中山堂、靈天寺、

，一切真言主之主宰也。若有持誦其他世出世真言不

大園的淨蓮寺、桃園國校大禮堂、羅東的慈惠寺、左

成就者，以「一字頂輪真言」相和誦之，即得成就。

營的興隆淨寺、台南的法雨講堂，都是七天的修法。

若不成就，其真言主即頭破如蘭香梢。故知「一字頂

以上的修法多半都要為地球臭氧層濃度迅即復原

輪真言」為密教至尊之大法也。然密典《大日如來劍

，地震、颱風倖勿侵損，各處爭戰迅即和平化解，世

印》有云︰持「一字頂輪王真言」，若有祈請所求一

界各民族融和，還有特別為中華民國國運昌隆、民主

切事者，於此應加「孔雀明王陀羅尼」，無事不剋。

團結、經濟繁榮等而求願。這些願求差不多都很巧合

夫以輪王至尊最勝無極大法，祈請作事尚須和誦

，這些巧合也獲得大眾的肯定。至於消業、治病已是

「孔雀明王陀羅尼」猶資助成。本經功德力用，破除

小焉者，不足為道的巧合了。（詳見《讀誦佛母大孔

障難，消除病毒，無不速疾立驗，如響斯應矣。

雀明王經感應紀實》）
經文中說：「彼金曜孔雀王，忽於一時忘誦此佛
母大孔雀明王陀羅尼，遂與眾多孔雀婇女，從林至林
從山至山，而為遊戲貪欲愛著，放逸昏迷入山穴中。

復檢密部諸經儀軌，諸尊壇場無不以佛陀為主，
今曼荼羅以本尊「孔雀明王」居中，而以七佛補處（
彌勒佛）圍繞，豈非以其勝絕不共諸尊莫及哉！
或曰：本經為北方佛教五護之一。豈知不但五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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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該，且與至尊無上「一字金輪佛頂尊勝陀羅尼」相

在密教裡存有持誦咒語、觀

伯仲。十多年來證驗不虛，諒此古今大德未始料夢寐

想種子字或本尊，身口意三密相應

及也。

的修持法門。究竟這些特定的文
字圖案是否真有效應？早已引起
科學人士的興趣。日本江本勝博

甲三、科學證明
孔雀明王經咒的威德力，不但能令修驗者得悉地

附圖一

士，在研究水結晶狀態的實驗中

，不假修驗亦可得利。近年有佛光大學「生命學研究

亦發現：正向的意念、文字、聲音、圖案，尤其佛教

所」碩士班研究生，特以「孔雀明王咒對降低手機電

的咒語聖號、梵唄等，都會產生結構完整而美麗的水

磁波之探討」為主題，親自到工業研究院作了實驗，

結晶。（附圖二、三）詳細內容可參閱江本勝博士「

證明貼上孔雀明王咒貼紙，或是自寫孔雀明王咒語在

來自水的信息」一書（廖哲夫譯）。

手機上，確有明顯降低電磁波的實際功效。這個實驗
結果證明了經中所云：「佛母大孔雀明王力，能除一
切諸毒。所謂『電毒』雲毒，蛇毒龍毒，蠱毒魅毒…
…悉除諸毒，獲得安隱。」
上述只是以手機為例，實驗中，將咒語貼在所有
產生電磁波的電器產品上，皆有降低電磁波的真實效


應，證明佛言不虛。（附圖一：孔雀明王真言咒輪 ）

 字朝向外，為利他型式。從六點鐘位置開始順時鐘方向。
《密教大辭典》337 頁詞條「孔雀經法」提到：
⑴
日 僧實範所傳以亙 (ma) 為種子字，是依孔雀梵名 mayūra 之

附圖二

附圖三

故。用此種子時，是將此尊視為釋迦化身。
⑵
祕 說是用皿 (bam
. ) 或圳 (vam. )。皿 (bam. ) 為「縛不可得義」
，表離一切繫縛義。又圳 (vam
. ) 為水大種子，以水喻明王之
利益眾生。又是水輪之種子，故祈雨時特受重視。用此種子
時，是視此尊為大日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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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四、語驚古今

消之象。

常通法師者，聖印長老之高足也。於宜蘭孔雀山

開成寺位於宜蘭礁溪，孔雀明王殿佔地百坪。師

開成寺領眾四十餘，朝暮課誦，過堂用齋，誦經拜佛

等平日於殿之東西單分別過堂用齋，講經誦戒，以此

，講經誦戒，常年無輟。名山得主，深慶得人。一日

因緣即蒙孔雀明王慈悲護念。台北某居士，從來沒有

把晤語我，要排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課程。我訝

到過開成寺，而夢中見到孔雀明王尊。這些不一而足

其說，因問其故，曰：「一日念佛得力異於平時，若

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實，不能不說出來給大家知道。但

非孔雀尾拂我面門，還以為彌陀如來加被所致，真不

信與不信，任聽尊便了。

可思議！」

猶有進者，真是語驚古今，不免令人愕然。

《白寶口抄》卷三十六〈孔雀經法上〉云：「五

花蓮吉安鄉，建昌路一四○巷八弄一號，有詹添

佛所乘時阿彌陀如來乘孔雀鳥故，今孔雀明王即同體

興者，六十歲，肺癌擴散，痛苦異常。住省立醫院加

也。孔雀鳥食一切毒蟲為身命，阿彌陀亦消滅一切眾

護病房，孝順的兒子詹文魁，勸其念「阿彌陀佛」。

生造惡三毒為自性清淨壽命，故以此鳥為坐也。今明

可憐的老爸卻答道：「不必勸，不會念。」想不到修

王亦如是。」以同體故，云彌陀加被或孔雀王加被事

「孔雀法」才到第三天，他老爸的痛苦即消除，七天

非異也。

後出院一如常人，也會念佛，更能念地藏王菩薩，反

孔雀尾拂面者，尚有參加吉隆坡天后宮第二次

勸兒女們要多念。結果在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

明王法會之張彭淑英居士，她家住馬六甲（電話

顛倒，而能預知時至，念佛中往生了。噫！這不是淨

224375）。

土行人夢寐所求，人生最後應走的光明大道麼？！《

台北聖靈寺某信徒大白天看到孔雀明王坐孔雀背
，住於正在宣疏時佛前半空中；或於大殿空中看到孔
雀尾；或於夢中看到孔雀飛來飛去；這些都是業障潛

孔雀明王經》的慈悲威德，殆今人古人都作夢也想不
到吧？！
更復應知，此孔雀法不但世間法可得到加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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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被一切出世間法。尤其淨土行人加修孔雀法，如

《白寶口抄》卷二十九〈金輪法下〉一五○頁：
「若

獲淨土保險。修禪定者，定功必速增。學教者，速得

以孔雀明王為本尊時，結孔雀明王印，以金輪咒可加

大開圓解。若人想出家修梵行不果遂者，或不獲父母

上也。同用法以金輪為本尊故，大日劍印以孔雀明王

支持同意者，修孔雀法必獲如願。如彰化員林的劉法

咒上置之也。問：加用孔雀明王真言時，所求必成，

聖居士說得好：「誦明王經能加被未皈依三寶者皈依

由緒如何？答：孔雀明王總部母理也，金輪總部主智

之，不受戒者去受戒，不修行者重新再發心。《孔雀

也，此理智二法和合相應故，一切所求必成就也。孔

明王經》不可思議，每年公開舉行一次大法會絕對有

雀明王軌云：所有交難災旱疾疫，鬼魅厭禱惡毒交障

必要！」（電話：048-342860）

，種種苦難必得除滅；所有祈願無有遂心，故祈請所

有事必有理，正如《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云

求一切事時加用孔雀真言，殊為令決定悉地成就也。

：「不梵行者亦成梵行。不持戒者亦成持戒。不清淨

」事不離理，一切陀羅尼經典，和誦本經無不相宜。

者亦成清淨。不布薩者亦成布薩。不清齋者亦成清齋

禪宗乃教外別傳，已有密義，然非密非不密。如

。若有五無間罪及無始來所有宿殃，舊業陳罪盡滅無

惠明問密，六祖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汝若返

餘。」得少為足者，本經慈悲威德何能顯現？！眾生

照，密在汝邊。」由是觀之，修定法門宜矣，亦等於

何時方能蒙益？！

修止觀法之修止。何以故？人生在世，眼耳鼻舌身意
，逐欲於色聲香味觸法等境，從不停息。欲成賢聖菩
甲五、校顯主助

提者，為其戕害矣，故其為賊為魔。修定修止者，拴

密教至尊無上大法「一字金輪佛頂」，其威德廣

鎖六者於一處，使不妄動。所謂「制心一處，無事不

大至尊，修法尚佐助本經，而本經修法亦仗「一字金

辦」。密咒即拴鎖法門，本經即有此功能。《六祖壇

輪佛頂」和誦，發菩提心欲有求請，無不立杆見影，

經》云：「自性內照，三毒即除」；亦不違觀音法門

速得成就。

之「反聞聞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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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下云：「一行禪

入聖。斯之一義，語驚俗聽，理越常情。人既罕聞，

師是中夏聖人，贊述神變真言。智者禪師得宿命通，

庸流難其信也。博學上智，仰願細而詳之。《孔雀經

廣示持咒軌儀。契符禪師，人問最上乘法，直教誦密

音義》云：「八繕深海，非修足不能極其底；九萬高

言。又禪宗既云一切諸法皆真如，誦持真言豈非真如

風，非鵬翼何得見其頂。」

耶！」古德云：「密宗原資禪宗而向上，禪宗可資密

繕，就是「踰繕那」之略，為印度計算里程之單

宗而速成。兩宗相資，絕無可諍之處，起諍者識情用

位，亦曰「由旬」。據《大唐西域記》卷二云：「踰

事耳。」正如《六祖壇經》曰：「若言下相應，即共

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

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

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修足者長腿也。鵬翼者，

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指大鵬金翅鳥之兩翼也。八繕者，一由旬四十里，

古德云：以持真言之心讀華嚴，以讀華嚴之心持

四八三百二十里深海。若有人倍其深海方能極其底。

真言，當自得互助之益。藉華嚴之廣以充其略，用五

此唯阿修羅王足，可當之而有餘。蓋此王伸雙手，可

教之圓以扶其偏，使糅成一味。令偏習華嚴者兼習真

分別遮日月之光也。日月巡行於須彌山腰，去地平已

言，偏習真言者兼習華嚴。更無所謂君臣佐使，但求

四萬二千由旬也。其立於海中，四大海水尚不及其膝

法門適於成佛而已。誰曰：顯教加入真言，其價值已

，其身量之大，可想見矣。大鵬金翅鳥之兩翼伸展，

大打折扣耶？如法華經之陀羅尼品，彌陀經之往生咒

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其力甚大，食龍時高飛須彌半

，楞嚴經之楞嚴咒，早課還有十小咒，禪門課誦的日

山腰，亦即四萬二千由旬，合翅跌入海底，然後展其

常小咒……都是古德慈悲方便。大家都習以為常，惜

兩翼，海水自分，龍現其前，啄出龍宮，高飛須彌半

考據學家難知所以也。

山，龍尾尚在水中，九萬高風自不足為道也。

密教神咒，若據所知所解，即唯諸佛境界。今因

有兩句閒話：某一年，出現一個中度颱風，由本

位凡夫，雖非知解，但當持誦，自然滅障成德，超凡

省南端而北，直向高麗。臺灣無損失，高麗則災情慘

32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

三、法統簡述‧ 33

重。韓國人云，臺灣氣象播報準確。又某年有兩個中

於如來滅後七百年時，龍樹菩薩開南天竺鐵塔，遇金

度颱風，分別在修「孔雀法」的第一天登陸，一於台

剛薩埵，受灌頂職，秘密法門方傳於世。雖帛尸梨密

北縣大觀寺，一於桃園大園淨蓮寺。事後氣象播報云

多羅於東晉之初，攜《孔雀經》至建業，為我國咒法

，這兩個颱風登陸，都是給我們優待，打了八折，所

之始。現在說此種密法，尚屬雜密所攝。然自唐‧元

以都無損失。這兩次沒有損失，祗有我們自己說氣象

宗時，始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相繼來華弘揚密法

播報很準確了。

。其中最力者，莫過不空三藏。斯等密法，方是純正

地震、颱風都屬於天災，在佛法說，這些災害是

有系統之密法。

眾生「共業」所感。與我們身心環保有極密切的關係

金剛薩埵親承大日如來傳授，再傳於龍樹。閱數

。身心環保做得好，唯有歸向三寶佛法僧，其次是世

百年傳於龍智，展轉相傳金剛智、不空、惠果、空海

間法律的規範。雖是天災也可消滅於無形。上面說的

諸阿闍梨。於金剛智同時受法的，尚有善無畏傳於一

「九萬高風」，颱風由高空吹過，地面的人自無損失

行等。

，這證明了臺灣全民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有了高度的認
知，身心環保也做得很好。地震、颱風的「共業」，
近十多年來不是轉變得很多很多嗎？這就是臺灣氣象

大日如來→金剛薩埵→龍猛(龍樹)→
↗善無畏→一行……

龍智↘

金剛智→不空→惠果→空海…

播報正確的秘密所以然。信不信由您。
顯教相承，僅為法的相承，不問年代之相去。密

三、法統簡述 四

教之相承，乃親承師受灌頂為限，故謂之「血脈」。
諸宗中以如來加列祖中，僅真言教而已。日本真言宗

甲一、源流概說
佛法原興起於印度，傳入中國首為顯教。密教乃

中，依教法次第相承之「付法八祖」，與流傳護持真
言密法之「傳持八祖」相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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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法八祖：

甲二、唐密發展

大日如來－金剛薩埵－龍樹－龍智－金剛智－不空－惠果－空海

傳持八祖：

次迎奉釋迦佛指骨舍利時，由於這枚舍利是佛教世界

龍樹－龍智－金剛智－善無畏－不空－一行－惠果－空海

至高無上的聖物，懿、僖二宗父子在智慧輪大阿闍黎

以上是一般對密教自印度東流概略的認識；若遍
觀密教各期發展的情形，列表說明如下：
時
期

密

法

雜 密
（大日、金剛
早
頂兩部大經結
期
集前，雜於佛
教各經中之密
法。）

純 密
中
期

唐密、
東密、
台密。

大唐咸通十五年 (874)，李唐王朝在完成最後一

略

釋

影

響

的指導下，以數千件絕代珍寶供養，在法門寺地宮，
完成了佛教最高供養的結集──佛指舍利供養曼荼羅

流

傳

˙流行於漢土， ˙流，至開元三
佛法自印度東

由早期的咒術 與顯教各部經
發展至各別本 典共流傳之咒 大 士 （ 金 剛
尊供養，集大 法 ， 至 今 不 智、善無畏、
不空）入唐為
成者為阿地瞿 絕。
止。
多所譯之《陀 ˙為後來傳入之 代表人物有菩
˙
純 密 奠 下 基 提流支及阿地
羅尼集經》
礎。
瞿多等。
兩部大經《大
˙從開元三大士
日經》及《金 ˙於唐代漢土佛 入唐三傳，至
剛頂經》結集 教新添密學解 日僧空海東流
扶桑，傳承至
流傳，金胎兩 脫法門。
部具足，瑜珈 ˙遠播日本，流 今。
˙中土自唐、宋
密教自成完整 傳至今。
後續漸式微。
系統。

˙於宋代由施護

於那難陀寺後
及天息災等大
期，及於超戒
師傳入中土。
未

能於漢土弘
˙
純 密
寺發展起來的
自蓮花生傳入
傳。
˙
後
金剛乘、時輪 ˙大盛於西藏， 藏地，傳承大
期 （無上瑜珈） 乘密教，於宋 令藏傳佛教具 師絡繹不絕。
藏密。
初傳入中國。 其獨特面貌。 代表者如密勒
日巴、宗喀巴
大盛於西藏。
等大師。

世界。梵語曼荼羅 man. d. ala 譯為壇場，義為輪圓具足
，有蘊集精華、輻射光芒之意。
據密宗經典記載，法身佛大日如來，為十地以上
菩薩講授《大日經》和《金剛頂經》，在南天竺塔內
外分別傳出了「胎藏界」和「金剛界」兩部大法，於
公元七世紀，分別為印度高僧善無畏和金剛智所承傳
。善無畏、金剛智未在印度廣授，而率弟子不空，於
唐開元年間先後來到中國長安，史稱「開元三大士」
。來華後，善無畏傳胎藏界法給金剛智，金剛智傳金
剛界法給善無畏，是謂「金善互授」，從此兩部大法
相互交流。
其後金、善又將兩部大法傳給印度僧人不空，和
中國僧人一行。此一人而傳承兩部大法者，謂之「兩
部一具」。不空盡得兩部真諦，而全傳於中國僧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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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行、惠果為兩部一具最當機之大師。

但一直傳承並發展著。雜密和純密的一些單行法門，

一行原係天台學人，側重胎藏界，其所著的《大

和別尊曼荼羅，如「藥師法」、「準提法」、「孔雀

日經疏》，為胎藏界解釋《大日經》之根本論典，稱

明王法」、「穢跡金剛法」、「瑜珈焰口施食法」等



為《大疏》。故一行實為創造台密之宗祖。 
歷為代、德、順宗皇帝的三朝國師──惠果，融
匯兩部大法，側重於金剛界，其所創繪的金剛界曼荼

流傳至今，純密的金胎兩部大法也傳承了一個時期。
這從法門寺地宮，供養物和法器上所顯示出來的一些
曼荼羅圖像，就可充分證明。

羅與金剛密號等，為金剛界理解《金剛頂經》之根本

法門寺地宮以繪畫、雕塑結合儒家禮制結壇，供

依據。其內涵多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既繼承印密，

養佛指舍利，聚集為金胎兩部曼荼羅，這是佛教由小

又別有發展的唐密體系，推動佛教密宗中國化，而成

乘、大乘到密乘的最高階段。只可惜，唐密在中國發

為唐密大法。東密公認惠果為初祖。

展到金胎合曼的全新階段，隨著法門寺地宮的封閉，

從青龍寺惠果，到大興善寺智慧輪的唐密一系，

這座無比莊嚴輝煌、重重無盡的大千世界，一千餘年

在空海（弘法大師）、最澄（傳教大師）回日本，分

不被人知。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陝西扶風

別創立東密、台密後，其間雖經唐武宗的會昌法難，

縣法門寺塔半壁坍塌，震動海內外，僅餘半邊的殘塔
巍然屹立，一時成為奇觀。為修復新塔，發掘塔基，

 一行阿闍梨 (683～727)，為我國密教高僧及天文曆算家。精於
禪、道、數學、曆法之學。開元九年 (721)，帝命其訂正傳統
曆法頒行天下，所著「大衍曆」共五十二卷。此曆法自七六三
年迄今廣受日本四方所採用。其後與梁令瓚同製「黃道游儀」
，用以重新測定一百五十餘顆恆星位置，並算出相當於子午線
緯度之長度。開元十五年示寂，諡號大慧禪師。另著有宿曜儀
軌、梵天火羅儀軌、七曜星辰別行法、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除
難念誦儀軌等各一卷，並與弟子慧覺共撰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
四十二卷。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沉睡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的唐
代地宮重現天日，舉世僅存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李
唐王朝最後完成的大唐佛教密宗，佛舍利供養曼荼羅
世界，及數千件李唐皇室供佛絕代珍寶得以面世。至
一九九四年，終於完成了對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的
全面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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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世界的發現，對本世紀我

大悲咒、楞嚴咒為其主要功課。教門則凡登座說法必

國佛教和唐代考古，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也為沉寂

須誦咒。律門則毘尼日用事事皆列真言。淨宗念佛，

千年之久的唐密文化打開神秘之門，填補了晚唐密宗

往生咒必不可少。其餘供佛齋僧種種佛事，用真言處

史的空白，明確了唐密傳承，以及日本東密、台密相

甚多。祈福度亡法事最流行者，莫如焰口經懺水陸等

應關係。

，究其實質內容，則皆真言密教。可說中華佛教隨在

在此，要特別介紹的是智慧輪。智慧輪曾在西域
受金、善兩位的弟子傳承金胎兩部大法，可說是金善

皆唐密內容也，其關係重大可想而知。故中國佛教的
振興，首在唐密之復興也。

二人的法孫，是大唐大興善寺大阿闍黎，稱為遍覺大
師，正是法門寺地宮迎送佛骨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人

甲四、知一知二

。空海、最澄返國創建東密、台密之時，青龍寺惠果

咒有善咒、惡咒之別。如為人咒病或為防護己身

一系仍在大唐傳承弘揚，特別是大興善寺智慧輪一系

者，即為善咒；咒詛他人令罹災害者即為惡咒。《四

傳承，相互融通，而形成「惠果──智慧輪」獨特的

分律》卷三十云︰「若學咒腹中蟲病，若治宿食不消

唐密傳承體系，故約時代來說，這是唐密獨特發展時

；若學書、學誦，若學世論為伏外道故；若學咒除毒

期。

，為自護，不以為活命，無犯。」因咒語具神效，對

（資料來源：《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

於修道，佛法認為咒術是無益的，也不許僧眾利用咒
甲三、唐密復興
中國佛教在發展過程中，雖分禪教律性相顯密多
宗多途，但其實質乃混融之佛教。真言密教雖未大昌

術來獲取生活（邪命）。另世俗有以咒術殺生者，現
在各部廣律也考慮到咒術殺害生命所犯罪過的輕重。
可見戒律對持咒一事的態度。

於中華，而中華佛教能流傳於今日，確賴於真言密教

在佛法中，起初是諦語──真誠不虛妄的誓言，

攝持之功。如漢傳佛教叢林現狀：宗門之禪門日誦，

是佛力、法力、僧力──三寶的威力，修行者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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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能得龍天的護助。諦語與三寶威力相結合，論

甲一、不究不明 二

性質，與咒術是類似的。所以《十誦律》稱說諦語為

乙一、學界釋經

「咒願」；《四分律》等稱諦語為「護咒」。《四分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2 冊，〈密宗教史〉第

律》云︰「自護慈念咒︰毘樓勒叉慈（中略）慈念諸

176頁：「諸佛神鬼雜然陳列，而於孔雀經不免起一

龍王，乾闥婆，羅剎婆，今我作慈心，除滅諸毒惡，

種佛神龍鬼之一亂雜的姓名簿之感，中心且無，遑論

從是得平復。斷毒，滅毒，除毒，南無婆伽婆。」這

系統?!如見一種存古佛像之八百屋，眩人頭目。」

就是慈心的諦語。

或謂：「《孔雀王經》何故大小乘教徒皆崇拜讀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下云：「真言中每

誦之耶？何使其通大小兩乘耶？明瞭的大乘特色，此

一一字，皆是諸佛全身。末法中一字咒經云：吾滅度

經毫無。佛菩薩有七佛、彌勒，神明有梵天、帝釋、

之後變身作此咒等。」又云：「一切真言更無勝劣，

四天王、天龍、夜叉等，此概大小乘共通者也。此經

皆是毘盧遮那大不思議祕密心印。一代教中乃至鬼神

魔鬼崇拜發達之形跡初掩，因而未突顯大小乘之區別

所說真言，皆是毘盧遮那如來欲普門益生，全體變作

，是其特色。」雖然如是，本經於日本密教史上頗屬

彼鬼神類而說真言；非實鬼神能說真言，餘類皆爾。

重要。且引致昔日法國白玉連 (Stanislas Julien) 教授

」是故應知：咒既是諸佛心印，咒在即佛在。

、烈維教授等之考據與對勘。
以上是日本學者以學術的角度釋本經。吾弘揚本

四、教乘攝屬 三

經三十餘載，每讀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佛所宣
說累累告誡，及七佛慈氏隨喜說咒，常苦思平庸中必

粗看本經，無甚奇特，平庸如世間法，極易引人
誤會，前人亦有提及，不能不加以研究。

蘊含奧妙之教理，不能不加以探索。尤其台省近代善
知識──賢頓老和尚，臨寂前曾囑咐其徒眾：此經很
有奧密，不可思議，應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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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密宗有個規矩，不經灌頂傳法而修法，不但修

五、
因 大：發淨菩提心。行三密供養行。

法不能成就，且有盜法之嫌。我佛慈悲，本經就是特

六、
智 大：五字嚴身。三句為業故吽字即是。

為我們說的，還勸我們受持此法為他人說。雖輯於密

七、
教 大：三密所現。一色一聲等遍滿法界。詮本不

部，世間人等書寫流通，共修同誦，諒亦暢佛本懷！
《孔雀經音義》云：「戲稱念者，四百身病忽除；遊
讀誦者，八萬心患頓滅。」孔雀法真是慈悲方便到了
極點！

生故。越三時如來之日時。常恒演說故。
八、
義 大：所詮觀照門一一聲字。無不含包故。從阿
字至訶字是。
九、
境 大：能所詮法普攝無盡眾生。為化境故。
十、
業 大：有十。

乙二、華嚴境界
孔雀法之殊勝，且看《孔雀經音義》中對於大孔


⑴ 自然大。所化自在故。
⑵平等大。教化利益無差別故。

雀的「大」字之釋義，便可窺視華嚴境界！佛法中所

⑶相應大。隨機出現故。

說的大，是絕對待的大；非對小而言大。所謂「言大

⑷具足大。圓滿福智二種資糧故。

者非大相，非小相；離於對待，方名為大也。」大者

⑸無盡大。無邊際故。

甚也，且有十三大。

⑹同生大。隨趣受生故。

一、
體 大：若相若用即眞性。而常遍廣博如虚空故。

⑺無著大。遠離塵累如蓮花故。

二、
相 大：恒沙身密。不可思議互相即入，微細重重

⑻依止大。作歸依處如大地故。

無盡故。
三、
用 大：業用周普如體遍故。無間不斷行方便故。
所謂神變加持是。
四、
果 大：智斷依正。並周法界故。即謂大毘盧等。

⑼無厭大。攝生無窮如大海故。
⑽通達大。無有障礙如虚空故。
十一、
最 大：有十。
⑴
 起過大。遠離二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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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遍 大：有十。

⑶對治大。頓斷四住故。

⑴
 根遍大。一一根遍法界故。

⑷厭患大。過五蘊聚落故。

⑵識大。心識無所不達故。

⑸離愛大。永別六道故。

⑶境界大。圓智所緣無分界故。

⑹威徳大。退七惡軍故。

⑷壽命大。不可思議故。

⑺兵眾大。皆盡八邪林故。

⑸眷屬大。不可測量故。

⑻智慧劍大。決斷九結科故。

⑹功徳大。一一等虚空故。

⑼解脱大。斷除十纒繩故。

⑺慈悲大。無揀擇故。

⑽勇猛大。摧伏九十六種外道故。

⑻言說大。言音無所不至故。

十二、
勝 大：有十。

⑴ 力勝大。具足十力故。

⑼證大。無所不窮故。
⑽無等大。無與等故。

⑵無畏大。具足四無畏故。

這就是華嚴經的境界──廣大無礙、重重無盡。

⑶不共勝大。具足十八故。

所以稱念一句「曩謨尾目訖跢野 namo vimukta- ya」

⑷通品大。具足三十七道品故。

就同時得到十佛剎微塵數的諸佛菩薩加被，因為十方

⑸變化大。具足百千種變化故。

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嘛！這個法身多麼大！好比孫悟

⑹言音大。具足八十八梵音故。

空逃不出如來的手掌心；如來化作一切天龍鬼神說法

⑺端嚴大。具足三十二種大丈夫相故。

，其實就是法身說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本

⑻吉祥大。隨作境界出生増長功徳善根故。

經之殊勝，豈是一般泛泛根器所能領略？那是直入佛

⑼難得大。三界中獨尊一故。

心，直登悉地的！

⑽住處大。所居宮殿無邊廣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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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二、宗用略述

地（梵語 siddhi 成就義）。如淨土行人，各以其根

夫如來一代時教，雖浩瀚若海，不出顯密二教，

機及功行之淺深，往生不同四土。其體也，當下即是

皆是證聖之要津、入真之妙道。顯教即經、律、論三

，定規應如是認知。唯極樂國土亭台樓閣、鳥鳴風動

藏。密教則總名陀羅尼，莫不皆是誘掖群迷，方便雖

皆說妙法，彼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娑婆世界卻

陳於萬法，旨趣皆歸於一乘，雖文貌或異，經旨正理

是五濁煎迫，種種不如意──尤以病苦為甚，如四大

莫不皆一。

不調的種種病苦、鬼神所擾的種種病苦、宿業所感的

  《觀無量壽佛經疏》善導大師判觀經：以觀佛三

種種病苦。斯乃去聖時遙，運生末法，異種魔生，修

昧、念佛三昧為宗，一心迴願往生淨土為體。《楞嚴

行者被惑情迷，居家者眾邪為患。除自嗟嘆生不逢時

經講記》海仁老法師判楞嚴經：以「不生不滅為本修

，怨天尤人，還能知道什麼呢？極樂世界其四土也，

因」為宗，「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為體。《金剛經破

莫不皆是體性本自具足，修斷而現。五濁惡世卻是體

空論》蕅益大師判金剛經：以觀照契理為宗，實相常

性污瀎，妄造惡業，感果而受。體是一，業感卻迥然

住為體。江味農大德《金剛經講義》以「離一切相修

相異。其「顯體也」，顯與我等知也，何去何從，智

一切善」為宗，其明宗之義，實為顯體也。

者當有所取捨。時下有「知的權利」云云，我今藉題

雖大乘諸經莫不皆以實相為體，然說法各異，既

發揮，願大家切莫輕易放棄。

言其體，自是無相為正說。正說既立，誤會亦起。故

顯教諸經，性、相、空、有各宗說法不同，密教

應繼之「無不相」。禪宗大德對此靈活指陳，亦聖亦

亦修法各異，其目的不外了脫生死、離苦得樂也，本

凡，亦妙亦粗，無不皆是。大日如來以六大為體，六

經自不例外。

塵說法，六塵皆是。
本經密教所攝，以何為宗趣？「讀誦憶念」可矣
。無勞理解，但能信願奉持，便得心想事成，隨機悉

甲三、正統密圓
今依天台宗所立的「化法四教」「化儀四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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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藏、通、別、圓為化法四教，亦即教化不同根

化儀四教：

性眾生的方法，猶如藥味。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

⑴
頓 教者，指《華嚴經》所說不歷階次，「頓」

、不定，為教化眾生的方式，猶如藥方。合為八教，

至佛位之教義，由化儀上而言，稱為頓教。

謂之天台宗判如來一代時教的學說。
化法四教：
⑴
藏 教者，指小乘教，即為三乘人各別說生滅四
諦。以析空觀，同斷見思惑，令入無餘涅槃。
⑵
通 教者，指諸部般若，義通大小，包括深奧與
淺顯之道理。即為三乘人說體空無生之四諦，
令同入無餘涅槃。

⑵
漸 教者，指《阿含經》、《般若經》、《方等
經》等教義，須依次漸修，故稱漸教。
⑶
秘 密者，指「同聽異聞，互不相知」，各人聽
到與自己根機相應之道理，故稱秘密教。
⑷
不 定者，指「同聽異聞，彼彼相知」，而各有
不同之理解，稱為不定教。
（《法華經玄義》《法華經文句》《天台四教儀》等）

⑶
別 教者，指其他方等經（大乘諸經）。即不共

今《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者，密乘圓教也，不但

二乘人說，專為大菩薩說無量之四諦，以次第

圓該「化法四教」，亦頓教大乘也。我等何倖如之，

之三觀破三惑，令證「但中」之理。

如貧人得寶。本經顯說文字章句，密示陀羅尼真言，

⑷
圓 教者，指《法華經》教義，亦即為菩薩說無

莫不如來化現。直指眼前，莫不皆是。正如淨土法門

作之四諦，以圓融三觀同斷三惑，令證「不但

為特異方便的頓超法門，其《阿彌陀經》之與《華嚴



中」 之理。

 天台宗立空、假、中三諦之說；中諦是本體，超言絕思。此為
化法四教屬別圓教所說，但別教視三諦為各個獨立之真理，空
假為現象面，中諦為本體面。此種釋法為「但中」。圓教則視
三諦並非孤立，一諦之中具足三諦，三者圓融無別，為即空、
即假、即中之中諦。故稱為「不但中」。

經》，經貌雖異，經旨莫不皆是導歸極樂國土。
《大日經》在密教中為圓教地位，猶如《華嚴經
》在顯教中之圓教地位。清涼國師澄觀於大唐大曆
十一年 (776)，遊山西五台，住於華嚴寺。常與密教
融合講《華嚴經》，「密」與「華嚴」并行於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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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變疏鈔》、《曼荼羅疏鈔》，亦皆判「陀羅尼」
是密圓也。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上云：「理趣經中如

《大日經》

密
教
三經一論

《金剛頂經》
《蘇悉地經》
《菩提心論》

來說有五藏：一經藏如牛乳。二律藏如酪。三論藏如
生酥。四般若藏如熟酥。五陀羅尼藏如醍醐。醍醐之
味，乳酪等中最為第一。能除諸病，令諸有情身心安
樂。陀羅尼者，經律等中最為第一，能除諸罪，令諸
眾生解脫生死，速證涅槃，安樂法身。」
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1 冊《密宗概論》之

《大日經義釋》所說，秘密一乘，統攝權實偏圓諸教
，建立一大圓教也。相待門之判教者，傍附天台之判
釋，約當對判顯密二教之粗妙也。若先用相待之判釋
，後必能用絕待之開顯矣。

《瑜祇經》

《一字頂輪王經》

以下為真言宗所依之五部祕典，茲列相較︰
略

稱

全

名

譯

人

《大日經》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唐‧善無畏共
一行

《金剛頂經》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
現證大教王經》

唐‧不空

《蘇悉地經》

《蘇悉地羯羅經》

唐‧善無畏

《瑜祇經》

《金剛峰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

唐‧金剛智

《要略念誦經》

《大毘盧遮那佛說要略念誦經》

唐‧金剛智

〈台密綱要〉云：台密之判教大概分二種，一是絕待
門之判教，二是相待門的判教。絕待門之判教者，依

台密五部秘典

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一代聖教。其
後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三藏，請來真言密教，依

台密所依之經論，以《大日經》、《金剛頂經》

《大日經住心品義釋》，總判真言教為第五時之教也

、《蘇悉地經》三部秘典，加《菩提心論》，古稱密

。第五時又開為三時，初「法華」，次「涅槃」，後

教三經一論。另加《一字頂輪王經》及《瑜祇經》，

「大日」、「金剛頂」等陀羅尼藏也。然雖依五時判

合為天台密之五部經典。

教，收攝第五時最後時，若約法身如來，自性界中所
說義邊，不妨廣以一代五時通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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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如乳

華嚴時

第二
如酪

鹿苑時

第三
生酥

方等時

五時

答曰：如本經序文云：「此中華數朝翻譯，民雖

別
圓
藏

顯示教
(三乘教)

遭難尚未遍宣。即蓋緣往時，譯者詞質而文梗，潤文
者闕方便之妙言。雖聖旨不乖，尋讀者引肩而翥目。

藏

」自東晉元帝永昌元年 (322)，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羅

通

譯《大孔雀王神咒經》，其部頭較少，普通藏經亦不

別

錄，故少為世人所知耳。

圓
通
第四
熟酥

般若時

永開顯教

別

佛母頭向為東方

不空大師所譯《佛

法華經
涅槃經

圓

開顯圓教

陀羅尼藏

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
儀軌》云：「於內院中
心畫八葉蓮華，於蓮華

佛母右邊右旋起畫七佛

圓
第五
醍醐

五、明王德相
3

2

1

5

北

南

台密之判教，約三乘一乘，相對而分顯、密二教

胎上畫佛母大孔雀明王

。謂諸三乘教者，所說未盡如來秘密之深旨，故判為

，頭向東方。白色，著

顯示教。一乘教者，開示所說真如實相之深旨，說盡

白繒輕衣，頭冠瓔珞，

西

二諦圓融之妙理，究竟顯示如來秘密之妙旨，故判為

耳鐺臂釧，種種莊嚴。

西北角第八葉上
為慈氏菩薩

秘密教。

乘金色孔雀王，結跏趺

或曰：本經既屬秘密教，亦為圓教大乘。何如是
至尊且貴之無上大法，無人弘揚乎？

坐白蓮華上，或青色蓮
華上。住慈悲相。有四

4

8

7

6

附圖四：大正藏圖像部四
《曼荼羅集》卷上 參考圖
像 No.18 孔雀經曼荼羅
內院之七佛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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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法須知‧ 

俱緣果（狀似木瓜）
。左邊第一手，當心
掌持吉祥果（如桃李
形）。第二手執三、
五莖孔雀尾。從佛母

第二手執三五莖孔雀尾，表息災。
左邊第一手當心掌持吉祥果，表增益。

開敷蓮華。第二手持

第二手持俱緣果，表調伏。
右邊第一手執開敷蓮華，表敬愛。

臂，右邊第一手，執

右邊右旋，周匝蓮華
葉上、畫七佛世尊，

附圖五

折伏二德，故有二種座。白蓮華座表攝取慈悲之本誓
，青蓮座表降伏之義。現胎藏曼荼羅中為肉色二臂，
右持孔雀尾，左持蓮華，坐赤蓮華，密號佛母金剛。
亦云護世金剛。
問：明王坐蓮花、乘孔雀云何義？
答：《白寶口抄》卷二十九〈金輪法下〉云：「
凡蓮花三昧自性清淨之理，以三毒五欲生長法身體。
三毒同時斷此位也。而孔雀鳥噉食一切毒蟲長養自身
也。是表煩惱即菩提故，金界大日現此身。又《佛母

從毘鉢尸如來，次第布列乃至釋迦及慈氏菩薩等。皆

大孔雀明王經》云：佛告阿難陀，往昔金曜孔雀王者

頭向外坐，各住定相。至西北角第八葉上，畫慈氏

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我身者釋迦尊也。大日釋迦共

7

菩薩左手執軍持 ，右手揚掌向外，外施無畏勢。」

孔雀明王同體故。」又云：「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

檢密部經軌：諸尊壇場無不以佛陀為主尊。最勝

咒經云，若有人食諸毒藥者，取孔雀尾誦咒十萬遍，

如頂輪，亦以佛陀居中，而輪王傍侍。今曼荼羅以本

楚毒及諸惡病皆得除愈。」

尊居中，而以七佛補處（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圍繞，
豈非以其勝絕不共諸尊莫及哉！

六、修法須知 四

此孔雀明王為毘盧遮那如來等流身，具有攝取、
甲一、引述經藏
7 軍持：意譯為瓶、澡瓶、水瓶。此乃梵天、千手觀音等之持物
，亦為大乘比丘常持十八物之一。為盛水以便攜帶之容器，此
作法具。

《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云：「轉讀經
者，可三人五人，乃至七人，更替相續。晝夜不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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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間斷，要在絕言語。除數內一人明閑教法，作法結

可隨自力分於一淨處。以瞿摩夷 塗地作一方壇。隨


印啟請賢聖。餘人但當至心讀經，唯在遍數多，三時

意其大小。磨白檀香塗作圓壇。九位中安佛像。及以



或六時 。在其道場一日乃至七日。一切災禍悉皆殄


三五莖孔雀尾竪於壇上。隨時燒香散花，乳糜酪等供

滅，除不至心。

養聖眾。但虔誠一心轉讀此經。或一遍或三遍乃至七

轉讀經者，或在家人，或出家人。每日澡浴清淨
，著新淨衣。初起首時，對道場前，虔誠禮諸聖眾。

遍。或一日或二日。一切厄難悉得消除。所有祈願皆
得圓滿。」

先以印契真言，依教請召一切佛菩薩及諸天眾。如法

又，《奇特最勝金輪佛頂念誦儀軌法要》〈水壇

供養，說所求事，殷勤啟告，願垂加護。普為一切苦

法〉：「取新淨牛糞，不食糟豆特，犢子糞最第一，

難眾生，廣發大願。然後結跏趺坐，以塗香塗手，結

不得直用其生牛糞。取新瓦鑵以汲淨水，不用殘水。

印當心持誦真言……。」

（下文已錄於經前細字註）

以糞和水，攪去其滓，著檀香末。……不得用殘香水

「次捧香爐奉獻啟請。告聖眾說所求事。如是依

。日日別取新淨牛糞，准前作用。作此水者，則名佛

法請召供養已。然後起悲愍心。為拔濟眾生苦難故。
轉讀此經。每日中前換諸供物。應結阿波羅

頂三昧陀羅尼八功德水壇地乾竟。」

多明王

印，誦本真言。以印頂上左旋一匝。暫解其界換供養
已。即如前次第再迎請結界，如是依教供養轉讀此經

甲二、殘食處理
據《無上密法初業行者應知略儀》云：供品供完

。所有災難亢旱疾疫。鬼魅厭禱惡毒災障。種種苦難
必得除滅。所有祈願無不遂心。我已廣說畫像壇場供
養儀軌竟。若不辦如是塗畫壇場。或有急速災難至。
 六時者，晝三時夜三時合為一晝夜。為印度以來所行，故經論
中多有六時之說。

 「瞿摩夷」者，梵語 gomaya，指牛糞。古印度人皆將牛視為
神聖之象徵，以其糞為最清淨物。故常塗牛糞以淨化祭壇。此
風習後為密教採用。或投其入爐中，可作護摩供物之一。又以
《陀羅尼集經》九云：「以淨牛糞取得蒸之除去臭氣。又更蒸
已，和黃土泥用摩作壇。」《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治病合藥經
》亦云，瞿摩夷可治瘡、小便不通等病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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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與貧窮者最為第一。」

無一無二。自己是眾生，佛菩薩、本尊、自己無一無

乘甯尼師來信說：「我與『孔雀法』結下甚深之

二。自己能吃的才供養佛菩薩，供養佛菩薩後，拿來

緣，受持修法成為常課，屈指也有十年以上。曾於夢

供本尊──自已，那是更能得到相應的。

中，慈氏菩薩三彈指加持之後，對經中的咒語，自有

東密、瑜珈密則認為，佛菩薩、修行者之間是有

一番特殊的感受。一天供佛念供養時，腦海幻現出很

對待的。佛菩薩高高在上，修行者將供品供養後，怎

大白色的幾個字：『此是孔雀法儀式，非常儀軌。』

可自己拿來吃呢？

從此以後，對殘食的處理不再疑惑。在這之前曾試過

《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卷下云：「所有供食置於
水中，或埋於地，勿令得食，亦勿足蹈。」

二次，一次吃過肚子痛，一次手指出疹子。總之我也
不去試了。依教奉行不亦樂乎可也。」

實際上，將供品供養後拿去丟掉，未免暴殄天物

還有台中慈善寺，一位信徒吃過了也是肚子痛。

。如果修行者認為此供品不好吃，或不喜歡吃，或壞

馬來西亞一位護士小姐，吃過了也是肚子痛。羅東的

了不能吃，修行者對不起佛菩薩，這樣怎能得到佛菩

陳春美居士，特為試驗買了供果，分別以未供的和已

薩的加持？因此，國人對供品的處理向基於文化背景

供過的給她的工人吃，結果就是供過的吃了肚子痛。

，自古中國人有惜福的美德，尤其佛門常說「施主一

如是就有人說：「供過的東西有毒。」

粒米，大如須彌山」，從未見過將美好佳餚供品埋掉

學人不是無上密也不是瑜珈密，從來也沒有試過

的。一般寺院也多是將法會供過的菜餚，加工處理供

究竟，假設我要湊熱鬧，吃吃看，是否會平安？我想

養大眾，大家一碗接一碗的吃，不是都吃得很開心！

自己一定會拉肚子。雖然如是，我從未說過換下的供

《陀羅尼集經》卷三〈又般若小心陀羅尼〉曰：

品有毒，經教裡也只說喫者呪力無效，未說「有毒」

「其壇所用飲食餅果，日別替換更作新者。供養殘食

啊！您先要反省一下，自己胃腸過敏，或消化不良，

，呪師及病人皆不得喫，喫者呪力無驗……其所殘食

這都能使人肚子痛或者拉肚子。實在說，造這個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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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義，「將與貧窮者最為第一」，不是很好嗎？

或被鬼持。以孔雀尾，拂拭呪之，即得離苦。或以呪
索繫持，皆蒙除愈。若作其餘壇場呪法，事未成就，

甲三、德外施恩
佛教的哲理很能吸引高級知識份子，但佛教接引
眾生的方便權巧之妙，更是世界一流的施教。
《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卷下〈壇場畫像法式〉云
：「若事不遂心者，更多誦心呪為上供養。於畫像前
誦呪坐睡，如其夢見丈夫來者，即是誦呪有驗。若見

由作如是孔雀王法，所餘諸事亦皆成辦，如世尊說。
假令人造五逆重罪，若能七度作此壇法，事亦得成，
或令心定，能除眾病，此據本意。有淨信心，事皆得
成，非不信者。」
或曰：「眾生何有如是等諸病苦、恐怖、災禍逼
惱？」

女人來者，即是所求天神哀愍。感應有此差別。若有

《佛說大孔雀明王畫像壇場儀軌》云：「佛告阿

信心，欲常受持，求擁護者，應當畫此摩訶摩瑜利菩

難陀，若諸世間所有災禍逼惱，刀兵飢饉亢旱疾疫，

薩天神，如前形像前安孔雀，置在室中清淨之處常為

四百四病 憂惱鬪諍，及八萬四千鬼魅嬈惱有情，所


供養。一切恐怖一切病苦，不如意事悉皆消殄。……

求世間出世間勝願，多有障礙者，皆由無始已來，貪

若得成，所作隨意。夜見好夢，夢見好車及上妙牛象

愛無明，虛妄分別，三毒煩惱。不了實相，積集不善

，或見高山果樹，或目身昇上及勝堂殿，并見父母及

，感招如是種種災難。阿難陀，是故我今為彼讀誦《

餘貴人，自著上衣遇善知識。或見少女及童男童女，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者，及一切災厄眾生，復說畫像

具妙莊嚴得上床褥，種種花果吉祥之事。或見天神報

法，及建立道場供養儀軌。若依此法轉讀是經，一切

其實語。或見乳酪種種苗稼生肉鮮魚。或見好馬及孔
雀等。此即皆是吉祥之相。」
「若於一切恐怖之處。或於一切病苦之時。如前
作法，所有疫癘，災厄枉死，皆得消散。若小兒病，

10

10 四百四病者，即人類所有疾病之總稱。《佛說五王經》云︰
「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
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
舉身膖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掘強，百
節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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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四、曼荼簡介

災難皆得消除，所有願求隨意滿足。」
諸佛有不思議度生方便：謂有眾生，不肯直求菩

曼荼者，具云曼荼羅 man. d. ala。有廣義狹義的解

提。且隨其樂，令持咒求之。由神咒不思議力，所求

釋；狹義的詮釋，譯為壇或曰壇場。由於平整方圓，

之事盡得遂心，一切罪業亦得消滅，自然超凡入聖。

層次分明，畫諸佛菩薩，龍天鬼神，似象徵之標幟，

如小兒有病不肯服藥，有智醫人塗藥母乳，其小兒本

所以名曼荼羅。

食母乳，不覺服著良藥，除卻病苦。
如孔雀經二十六種病痛，地藏經三十四種鬼王，

梁‧僧伽婆羅譯的《孔雀王咒經》最後，附一簡
單的壇，也就是曼茶羅。亦如瑜珈燄口施食主法面前

童子經十五鬼名，楞嚴經十種畜鬼等，皆是意自在佛

的曼荼盒；修準提法用的準提鏡。

、身自在佛、六入自在佛、六觸自在佛、苦自在佛、

先研究本經的壇法：有五

集自在佛等，大權示現，攝化異類者。

幡、五鏡、五刀、二十燈，

（海仁老法師《楞嚴經講記》835 頁）

中間一個香爐。顯然與《畫

又玄奘大師至印度之時（紀元後七世紀上葉）據

像儀軌》所云壇法頗有出入

Bana 證明，《大孔雀經》為七世紀習誦之文，當戒

。雖然如是，可見這樣簡單

日王未即位前，聞其父死，奔赴王宮，遇諸傳教師舉

的曼荼羅，也可以修法了。

行儀式，有誦大孔雀經文者多，則當時此經之風行可
知。

五幡，代表五方佛。五鏡，代表五智。
五刀，代表誓願標幟。茲列表於后：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78 冊 222 頁）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豈不古今輝映！
一代密教此法猶殊勝，八部善神振威致衛護。

五幡佛

而今台北市如來禪寺之菩薩閣，其開光儀式亦誦

附圖六：大正藏第十九
冊 孔雀王咒經卷下

西方阿彌陀佛：
妙觀察智──以大悲心攝取眾生。
東方阿閦佛：
大圓鏡智──照見諸法治眾生煩惱，開
發本菩提心。
中央毘盧遮那佛：
法界體性智──五鏡。大日如來。
南方寶生佛：
平等性智──有滿眾願的作用。
北方成就佛：
成所作智──現相於此土，攝化眾生。

64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

六、修法須知‧ 65

五智之法界體性智居中，方各有四，成二十燈。

隅羅 睺 羅，西南隅舍利弗，西北隅目犍連。皆著袈裟

大日普門是總德的表現，其餘四佛是別門各德的

，偏袒右肩。次畫八方天王並諸眷屬：東方帝釋天王

象徵。五智本身就是無際智，各個復具五智，主伴具

，執金剛杵，與諸天眾圍繞。東南方火天王，左手持

足，重重無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叫「無際智

軍持，右手施無畏，與五通苦行仙眾圍繞。南方焰魔

」。所以五佛本身，就是無量諸佛諸尊的象徵，也就

天王，執焰魔幢，與焰魔界鬼眾圍繞。西南方羅剎王

是諸佛的本體，諸法的根源。

執刀，與諸羅剎眾圍繞。西方水天，執羂索與諸龍眾

廣義的曼荼羅表現於本體和現象，內容千差萬別

圍繞。西北方風天王，執幢與諸持明仙眾圍繞。北方

。大體上分四種說法：

多聞天王，執寶棒與諸藥叉眾圍繞。東北方伊舍那天

⑴
大 曼荼羅──佛菩薩形像，乃至一切萬象，壇場。

王，執三戟叉，與諸部多鬼圍繞。

⑵
三 昧耶曼荼羅──標幟、刀劍、輪寶、蓮華等誓願
的代表，乃至手印，莊嚴具。
⑶
法 曼荼羅──音聲、文字、名稱。六塵諸法，皆文
字。
⑷
羯 磨曼荼羅──諸佛菩薩的威儀事業。廣義說一切
行住坐臥，一切事物的活動，作用行為都是。

次第三院
，從東北隅，
右旋周匝二十八
大藥叉將，各與
鬼眾圍繞，及宿
曜十二宮神。次

壇中心本尊、香爐。七佛及慈氏菩薩圍繞。皆頭

四周各以乳、酪

向外，各住定相。慈氏左手執軍持，右手揚掌向外作

、飯、餅、果、

施無畏勢。

沙糖、冰糖、蜂

又於蓮花外，內院四方畫四辟支佛，頭有肉髻，

蜜等供養。另四

亦住定相。又四隅畫四大聲聞，從東北隅阿難，東南

角置酥油燈各一

附圖七：大正藏圖像部三 別尊雜記卷
第十五 圖像 No.45孔雀經曼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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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四門各置淨
水器盛香水。壇
中安佛母大孔雀
明王像，並散白
色花，中院聖眾
燒沈香以為供養
。東方天王應燒
白膠香而為供養
。南方天眾以紫
鑛芥子和鹽燒之
以為供養。西方

附圖八：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校註（法豐
師父繪）。

天眾，以酥和安息香燒而供養。北方天眾應燒熏陸香
而供養之。
這個大曼荼羅，較前更充實，含義又幽深。包

附圖九：大正藏圖像部四 曼荼羅集 參考圖像 No.18
孔雀經曼荼羅（其一）

括胎藏界，眾生本具的平等理體「本覺理」，金剛

理智因果等，無盡法門，說盡一宗之奧秘，論定

界的「始覺智」。修顯差別之智，因果毫厘不爽

密部一切經軌法門，皆從此大曼荼羅等分流出。

。過去莊嚴劫最後三佛，現在賢劫的四佛，未來

問：供瓶之花限白色何如？

慈氏的一佛。本尊三世佛母，中香爐表真如理體

答：《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卷四曰：「隨有所作

。如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並諸眾生。

皆與三昧相應者謂，若本尊作慈悲之容，或身白色，

三復成三，重重無盡。修顯一法界、多法界一切

應供白華，名三昧相應。若獻黃赤名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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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序分 二

七、入文略釋 三
《孔雀經音義》云：此經有三段。自初「如是我
聞」至「作是語已」為序說分。次自「爾時佛告阿難
陀」至下卷「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為正說分。次自「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至「信受奉行」為流通分。

序分的序字，就是序列，經文內容的排列次序，
都不例外。在經文的前段，叫經前序。諸經之初有通
別二序，如是我聞等通於諸經之序說為「通序」；亦
名「證信序」，證明是佛親口所說。通序後係本經發
起緣由之特別部分，為「別序」，又稱「發起序」。

一部佛經都分這三大部分，就是序分、正宗分、

乙一、證信序

流通分。這樣的分判法，始於東晉道安法師。後人認
為很高明，當時就譽為「彌天高判」。
中國有一位大學問家名習鑿齒，他自認為學問很
好。聽說有一位高僧名道安，學問了不得。於是就想
跟人家辯論一下，較量誰的學問好。習鑿齒便專程去
訪問，道安法師見有居士來訪，便請教他的大名。誰
知他高傲的回答：「四海習鑿齒」。意思就是四海之
內我是學問第一了。說完他也請教法師的德號。法師
就隨口答曰：「彌天釋道安」。意思就是天下只有我
這個釋道安。針鋒相對，真是對得太妙了。後人就稱
法師為「彌天釋道安」。於是「彌天高判」的佳句，
就流傳到今天。法師們講經多半都依這樣的科判。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
孤獨園。
這段是本經正宗分之前，序說分的起首。
如是者，信成就。我聞者，聞成就。一時者，時
成就。薄伽梵者，主成就。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者，
處成就。言成就者，有此五段方成正宗之教起。天台
分為五成就，嘉祥分為六成就。普通釋經多依六種成
就。元照大師《阿彌陀經義疏》曰：「六緣不具，教
則不興，名六成就。」
本經眾成就的文沒有連貫在一起，事實上並無缺
少。其流通分的文，就是眾成就的證明：「爾時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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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經已，天人藥叉及諸鬼魅，奉佛教敕不敢違越…

釋迦佛說法，遂歸依之，因請佛至舍衛城，出巨金購

。」還有經前的「啟請法」，不但天龍八部，諸佛菩

祇陀太子之園林，為佛說法地。時人問佛其名，佛告

薩悉皆降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云：「所說諸神

阿難：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共崇

名稱之眾，實為佛教之大動員；而七佛慈氏亦降臨隨

功業，自今以後，應謂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也

喜說咒。」其法會場面之大，其眾成就寧云缺如哉？

就是祇樹給孤獨園，為佛陀說法遺蹟中最著名者。

一時者，佛與弟子說聽和合之時也。是故諸經之
乙二、發起序

首，皆言「一時」。
薄伽梵者，梵語 bhagavam
. ，譯為世尊，佛十號
之一。意譯有德、能破、世尊、尊貴。即有德而為世
所尊重者之意。《佛地經論》卷一云：「如來能破壞
四魔怨故，名薄伽梵。四魔怨者，謂煩惱魔、蘊魔、
死魔、自在天魔。佛具十種功德名號，何故如來教傳
法者，一切經首但置如是薄伽梵名？謂此一名，世咸
尊重。故諸外道，皆稱本師名薄伽梵。又此一名，總
攝眾德。餘名不爾，是故經首皆置此名。」
室羅伐城 (Srāvasti) 者，即舍衛城。逝多林者，

時有一苾芻，名曰莎底。出家未久，受具近圓，
學毘奈耶教。為眾破薪，營澡浴事。有大黑蛇，從朽
木孔出。螫彼苾芻，右足拇指。毒氣遍身，悶絕于地
。口中吐沫，兩目翻上。爾時具壽阿難陀，見彼苾芻
為毒所中，極受苦痛。疾往佛所，禮雙足已。而白佛
言：世尊！莎底苾芻為毒所中，受大苦惱，具如上說
。如來大悲，云何救護，作是語已。
苾芻者，bhiks. u《俱舍論釋頌疏義鈔》中〈論本

從豐德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古云祇陀林，又云祇

第十四〉云：梵云苾芻，西國草名，具五義四德。

樹，是逝多太子之林也。給孤獨園者，善施長者，又

五義者：

云須達多。仁而聰敏，積而能散，哀孤恤老，濟困施

一、
草 未生諸草競生。喻佛未出世，外道皆興。

貧，人美其德曰「給孤獨」。給孤獨長者在王舍城聽

二、
此 草生已諸草皆滅。喻佛出世，外道投佛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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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此 草生已掩諸臭氣。喻佛所至之處，止諸惡事。

但乞衣食不乞於法，不為比丘。又雖復乞食亦異世人

四、
此 草不被挺風猛風傾動。喻佛八風不動。（八風

之乞。退無積畜之累，進有福物之功，故自利利他異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於世間乞求之人也。」出家受具足戒羯磨時，魔宮震

五、
此 草不被塵垢染汙。喻破戒垢不能染污佛。

動，魔王怖其子孫又少一個，故名怖魔。世間之惡，

四德者：

莫過貪瞋癡三毒；比丘就是要破此三毒，故名破惡。

一、
此 草柔軟，香氣遠騰。喻聖弟子，身口柔軟，戒
香遠聞。
二、
引 蔓傍布，鉤鎖相連。喻聖弟子，遞相度脫，師
資不絕。
三、
此 草向佛傾。喻聖弟子圍繞如來。白馬馱經東度
，草頭盡向東傾。
四、
此 草如來涅槃悉變白。喻聖弟子於佛滅後，無復
精光。

受具者，謂比丘（尼）之受具足戒也。現時則指
具足受沙彌、比丘（尼）、菩薩三壇大戒者。
近圓者，具足戒之異名。圓指涅槃，具足戒為趨
近涅槃之法，故稱近圓。
毘奈耶者，vinaya 又云毘尼。三藏之一，謂佛
所說之戒律。譯曰滅、律，新譯調伏。戒律滅諸過非
，故云滅。如世間之律法，斷決輕重之罪者，故云律
。調和身語意之作業，制伏諸要行，故云調伏。

以上自然是指世尊住世時，眾聖弟子而言。若於

具壽者，比丘之通稱，亦云師呼弟子之稱，亦是

今日，苾芻者亦名比丘，指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稱。

長老呼少年之用。《毘奈耶雜事》十九曰：「少年比

男曰比丘，女曰比丘尼。其義甚多，通途釋為乞士、

丘應喚老者為大德，老喚少年為具壽，若不爾者，得

怖魔、破惡。與阿羅漢之應供、殺賊、無生三義互為

越法罪。」

因果。比丘為因，阿羅漢為果。嘉祥《法華義疏》卷

阿難陀者，梵語 ānanda，亦云阿難，華言慶喜

一曰：「比丘者名為乞士。上從如來乞法以練神（資

，係佛陀之堂弟，佛成道日生，生時舉國欣慶，故云

慧命），下就俗人乞食以資身，故名乞士。世之乞人

慶喜。二十五歲出家，從侍佛二十五年，能受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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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為佛陀十大弟子中之多聞第一。佛滅後，摩訶

《金剛經》的發起序，如來以托鉢乞食、飯食經

迦葉於摩竭陀國，大石窟結集三藏時，使阿難結集經

行、洗足敷座尋常日用事，發起了正宗分。古今信眾

藏。在密教中，《胎藏界曼荼羅鈔》三曰：阿難密號

都認為很高妙，大家都歡喜讀誦。《楞嚴經》以婬女

集法金剛。

摩登伽，迷戀阿難為發起序。大家都懷疑：「佛怎麼

蛇之一字，爬蟲類，身圓而長。分有毒無毒兩種

把男女間情感的事，當作題材說呢？可能是偽經。」

。佛經中多喻黃金財寶為毒蛇。《大莊嚴論經》卷六

豈不知男女間情感，也是大家最看不破的尋常日用事

曰：「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

。今本經以莎底比丘為眾破薪，營澡浴事，被毒蛇所

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又

螫，發起了本經的正宗分。事雖有異，卻皆屬尋常日

喻女色甚於蚖蛇。蚖（音元）水陸兩棲動物，形如守

用，亦不能否認。因此也是同樣的高妙。

宮。《大智度論》十四曰：「蚖蛇含毒猶可手捉，女

在密教《理趣釋經》卷下曰：女人表貪，蛇表瞋

情惑人是不可觸。」故蛇表貪，但於密教中，女人表

，豬表癡。本經發起序，蛇表貪、瞋、癡，自是開合

貪，蛇表瞋。

不同。莎底比丘代表我們苦惱眾生，其為毒蛇所螫，

佛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究竟果德之稱。

就等於我們被貪瞋癡三毒所螫。若不遇佛救護，其毒

世尊者，佛十號具足之謂。世出世間皆尊也。古

足以致命。我們的法身慧命淪落六道，長劫受苦而不

德謂世尊為十號之一，十號者：如來、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
如來者，《金剛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故名如來。」如者真如也，乘真如之道，來三界垂
化，故名如來。

自知。
爾時，阿難尊者見彼苾芻為毒所中，疾往白佛，
請示如何救護，就是為我們三毒熾盛的苦惱眾生，請
示如何身心環保之法，就發起了正宗分。
在《大正藏》圖像部三《別尊雜記》卷十五，〈
孔雀經緣起〉云：「夫五濁亂漫之世，佛法澆薄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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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眾生類，沉病患之苦輪，則沒身心之憂海矣。不

「啟請法」是本文的一部分，由不空譯出。文中

知對治方法，迷到出離要行也。所以大覺慈父，住無

先皈依三寶與七佛，敬禮慈氏等諸大菩薩，並謂今讀

緣大悲，開無礙巧智，而正事據莎底苾芻毒蛇之損緣

誦摩訶摩瑜利（mahā mayu- rī 大孔雀）佛母明王經，

，則法起阿難尊者求請之因矣。蓋即為救護未來濁世

所求諸願皆得滿足。所有一切諸天靈祇，或地上諸神

受苦逼迫有情類，而速令到菩提涅槃安穩之津梁故，

，或虛空天神及諸蠱魅人非人等，皆來此道場，聽我

佛說是經法也。」

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捨暴惡心，咸起慈心，
於佛法僧生清淨信，今施設香花飲食，願生歡喜，咸

甲二、正宗簡介 三
乙一、佛書解說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導論

聽我言。其次說神咒。
卷上述及世尊居室羅伐（Srāvasti 舍衛）城逝多
林給孤獨園時，有一名為莎底的比丘，出家不久，執

本經又稱《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孔雀明王經

掌砍柴、營澡浴事。適逢大黑蛇自朽木孔出，螫其右

》、《大孔雀明王經》、《孔雀經》，分上中下三卷

足拇指，毒氣遍行全身，倒地悶絕，口中吐沫，兩目

。此外，另有序文與「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前啟請

上翻。阿難見狀，疾往佛所稟佛。佛告訴阿難：「摩

法」。序文作者不詳。其要旨是說不空三藏周遊五天

訶摩瑜利佛母明王大陀羅尼有大威力，能滅一切諸毒

竺歸唐後，譯此名為《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的由來，

，怖畏災惱，攝受覆育一切有情，使得安樂。」又令

文中另以細字說此經有大神力，願求者皆靈驗。凡

阿難誦此神咒救護該比丘，並述說陀羅尼。

居於五天之地，南海十洲及北方吐貨羅 (Tukhara) 等

世尊告阿難陀：昔雪山南側，有金曜孔雀，每晨

二十餘國者，不問道俗，皆共尊敬，讀誦願求，咸蒙

朝誦持「佛母大孔雀明王陀羅尼」，晝必安隱；暮時

福利。由於舊譯有闕文，在中國讀誦者甚少，故今綜

讀誦，夜必安隱。其次說「佛母大孔雀明王陀羅尼」

尋諸部梵本，譯成三卷，並記《畫像壇場軌》等等。

。佛又對阿難陀述其功德如下：人若入聚落，應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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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孔雀明王心陀羅尼，或於曠野中、道中，甚至入

彼等皆以此孔雀明王真言，護持眾生及其眷屬，使得

王宮，或逢劫賊、鬥諍、水火難、會怨敵、於大眾中

壽命百年。其他八大女鬼、七大女鬼、五大女鬼、

、為蛇蠍等所螫而中毒、或有諸怖畏時、患風黃痰 癊

八大羅剎女 (rāks. asī)、十大羅剎女、十二大羅剎女、

時，及至有苦惱時，應憶念此心陀羅尼，則一切憂惱

十二天母、七十三大羅剎女等，也同樣地依之護持眾

悉皆消散。又說東方有大天王，名持國，為彥達 嚩

生及其眷屬，使得壽命百歲。還有大海龍王、海子龍

(gandharva) 之主，以無量百千彥達 嚩 為眷屬，守護

王等，曾由如來受三皈五戒，有大勢力富貴自在，彼

東方。其子孫、兄弟、軍將、大臣、雜使等，亦以此

等也都如此。

佛母大孔雀明王陀羅尼，擁護某一眾生及其眷屬，除

下卷說過去七佛，亦以佛母明王真言守護行者。

憂惱，保壽命百歲。又說南方增長天、西方廣目天、

其他河神、山神、諸星宿、諸大仙、諸藥神，皆以佛

北方多聞天，亦以此心咒擁護行者。

母大孔雀明王，守護眾生及諸眷屬，使壽命百年，離

卷中說住在諸國諸城的藥叉，皆護持佛法，懷慈

諸毒害。又鬼魅人非人等諸惡毒害、一切不祥、怨敵

心，彼等亦以佛母大孔雀明王真言，常擁護持誦者，

恐怖或種種諸毒，及咒術一切之厭禱，皆無法違越此

攝受饒益之，使得安隱，所有厄難皆悉消除。或刀杖

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使持誦此陀羅尼之眾生及其眷

損傷，或中毒、王賊、水火逼惱，或天龍諸鬼等害，

屬常得遠離一切不善業，得大吉祥，蒙眾聖加持，所

悉皆遠離。又東南西北四方中，有四藥叉大將，皆以

求皆得滿足。若有人正在稱念此大孔雀佛母明王名字

佛母大孔雀明王擁護所欲濟助之眾生及眷屬，使壽命

，依此得以護自身及他身，或結線索帶持身上者，雖

百年，諸願皆滿。其他諸鬼神或諸病難，因讀誦此經

遇死罪，得以罰物脫罪，一切苦難悉皆消散。又此人

，皆得消除。又十二大比舍遮 (piśāca) 等鬼女也有大

不受王賊、水火、惡毒、刀杖所侵害，人天鬼神不敢

神力，具大光明，形色圓滿，在帝釋天與阿蘇羅（阿

違越，離諸恐怖，福德增長，壽命延長。

修羅 asura）相戰時，出大威力，對帝釋天加勢，時

（出自《文殊大藏經》及《佛書解說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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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引序簡介

勒成三卷，題云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矣。莫不廣開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序

佛日高照重昏，祕密真詮遍流同益，靈符既顯萬障自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者，牟尼大仙之靈言也，總

袪，法藥普施業患永滅，願此法燈常耀，總法界而清

持真句悲救要門，綰悉地之玄宗，息波瀾之苦海。

安，聖壽千春，保金枝而長茂。天龍警護，法化恒宣

二十八部之神眾，同誓護於斯經。羅剎吞毒之都軍，

。佛勅流暉，塵劫不朽。

發慈心而警衛。藥叉大將數窮百 姟 ，動石擎山散支為

（按：大正藏註曰：此序宋、元、明、丙，四本俱無之。）

首，捧香花於舍衛，起淨念於祇林，禮明行之牟尼，
忻所談之深法，樂飡禪悅，希甘露以洗心。佛乃悲愍

乙三、再知所以 四

將來，託莎底而演教。自陳因地，為彼鳥王被羂網羅

丙一、引音義明

，命如懸露。忽思古聖無上覺皇，演陀羅尼能超眾苦

《大正新修大藏經》六十一冊，《孔雀經音義》

。發聲應念，繫縛氷銷，適樂青空，翔騰自在，迄於

云：「風聞，八繕深海，非修足不能極其底。九萬高

成佛，詶彼曩因，逝多林中述斯密教。咨嗟！末代蠢

風，非鵬翼不得見其頂。盤薄厚地，劫火之所灰滅。

蠢含靈，去聖遠遙，運生像季，多逢留難，異種魔生

靉靆濃雲，猛風之所搴卷。摩尼奇珠，待大龍而雨寶

。修行者被惑情迷，居家者眾邪為患。妖祇祳怪，常

。輪王妙藥，對鄙人以為毒。何況真言祕藏，超三祇

現災祥。若不此經，何威能制？是以多聞慶喜親奉聖

以難聞。金剛佛乘，過十地而叵得。自非輪王種姓大

言，結集貝多周傳沙界。然此支那數朝翻譯，民雖遭

機菩薩，誰能開五智於一心，得三密 乎凡身。雖然


難尚未遍宣。即蓋緣往時，譯者詞質而文梗，潤文者

醫眼所覩，百毒變藥。佛慧所照，眾生即佛。今此經

11

闕方便之妙言。雖聖旨不乖，尋讀者引肩而翥目。今
所譯者，即中天竺國三藏國師和尚不空，善唐梵之言
，窮五天之教，來於此國，勅令於大明宮，乃譯此經

11 三密：字、印、形像。字者，法曼荼羅；印謂種種標幟，即
三昧耶曼荼羅；形像者即相好具足身，即大曼荼羅。此三種
身各具威儀事業，名羯磨曼荼羅。此謂三密、四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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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斯乃三世如來掌內之醍醐，一切眾生心中之甘露

丙三、名相簡釋

。戲稱念者，四百身病忽除。遊讀誦者，八萬心患頓

名相者，就是專門名詞。道源長老常謂：佛法並

滅。不登雪山服不死妙藥，不入神窟得長生祕術。

不難懂，難懂的就是名相。平常法師們講經，有很多

一千二百之草藥，七十二種之金丹，大素本草之文，

名相，因與經旨不十分密切，都是輕輕帶過。本經龍

神農耆婆之術，豈當此妙經力耶。」

天鬼神的名字居多，而且與國家、社會、家庭都有密

《孔雀經音義》確為後世密教蒐集資料，不可或

切的關係，因為祂們都是擁護世間國土眾生的。因此

闕之寶典。其中，對於真言含義，保持五不翻原則。

我們應該加以了解與配合，使得人世間更安樂、更祥
和；貧富貴賤互尊重，人禽生態互饒益。

真言五不翻

一、
秘密不翻：如諸陀羅尼呪。
二、
多含不翻：如婆伽梵含六義。如曼荼羅含種種義。

☉
大 梵天王 mahā brahmatva，在欲、色、無色之三

三、
此方無不翻：如閻浮提樹。如卍。

界中，屬色界初禪三天。他不但王於初禪，初禪以

四、
順古不翻：如阿耨菩提。自古存梵。

下諸天，乃至包括三界，他都為王。與其侍衛梵輔

五、
生善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薄，為人生善仍存般
若也。

天、部屬梵眾天，合稱為色界初禪三天。他是這世
界的造物主，故名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依《大悲

丙二、系統整合

經》所載，在釋尊即將入涅槃時，曾經摧破大梵天

本經的格局很特別，雷同的段落也有多處。例如

的邪見，而使他成為佛弟子，並將三千大千世界守

重罪輕報的文有二處；從頭至足種種病苦，鬼神所作

護佛法的重任付囑於彼。因此，大梵天與帝釋天是

、宿業所感種種病苦的段落有四處；說明龍王名字及

護持佛法與鎮國利民的兩位重要天神。色界諸天沒

其身形有二處；有諸鬼魅以不同的飲食資身命者三處

有淫欲與食欲，但具有淨妙形質，且都在禪定境界

；龍天八部的段落有九處。付囑來聽法的天龍段落有

中。《法苑珠林》卷三云：「色界諸天不著衣服如

三處；歸依三寶的文也有二處。

著不異，頭雖無髻如似天冠，無男女相形。」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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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由旬半，壽量梵眾天半劫、梵輔天一劫、大梵

一世界。據《長阿含經》卷十八〈閻浮提洲品〉記

天一劫半。

載，須彌山高出水面八萬四千由旬，水面之下亦深

☉
帝 釋天者，梵云 Indra 此云因達羅，譯作天主。據

達八萬四千由旬。山四面四埵突出，有四大天王之

諸經論所載，帝釋天原為摩伽陀國之婆羅門，由於

宮殿，須彌山頂有三十三天宮，為帝釋天所居住之

修布施等福德，遂生忉利天，即四方各八臣天，中

處。

間居帝釋，成為三十三天之天主。《菩薩瓔珞經》

☉
四 大天王者，又稱護世四天王。居須彌山腰四方。

：佛為授記當來成佛，號名無著尊。與梵天最早攝

率部屬守護欲界佛土、護持佛法。四天王及其天眾

入佛教護法神，其位次於大梵天王。佛陀升於忉利

之壽量皆為五百歲，且其一晝夜即相當人間五十年

天為母說法時，帝釋天手持寶蓋，任佛陀之侍從。

。其身量為半由旬，天衣長一由旬，寬半由旬，重

於每半月之三齋日下令四天王、太子、侍者等，探

半兩。天人一出生即形相圓滿有如人間五歲孩童。

察天下萬民之善惡邪正，若聞世間眾生惡多，不孝

一般多作忿怒相，身著甲胄防護，手執劍鉾等武器

父母，不敬師長，不修齋戒，不施貧乏，則愁諸天

，腳踏邪鬼，採武神造形。四天王各有九十一子，

眾減損，阿修羅眾增益。若聞多孝順父母，敬事師

合計共三百六十四子，典領八部鬼眾千百億眷屬，

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則皆大歡喜，諸天眾增

皆從屬於帝釋天，每月之六齋日檢視人間善惡行業

益，阿修羅眾減損。又若多修德精進不怠者，則敕

，並勸勉守戒行善。

伺命增壽益算；反之，則不復營護之，或奪其命。

⑴
東 方持國天王 dhr. tarās. t. ra，住賢上城，率領彥達

☉
須 彌山者，其梵名 Sumeru 與巴利名同，又作蘇迷

嚩 gandharva、比舍遮 piśāca 二部鬼神眾守護東

盧山，意譯妙高山。原為印度神話中之山名，佛教

洲兼及餘洲。

之宇宙觀沿用之。謂其聳立於一小世界中央之高山

⑵
南 方增長天王 virūd. haka，住善見城，率領矩畔

，以此山為中心，周圍有八山、八海環繞，而形成

拏 kumbān. d. a、畢隸多 preta 二部鬼神眾守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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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睡眠。五死時。《長阿含經》卷十八〈閻浮提洲

⑶
西 方廣目天王 virūpāks. a，常以淨天眼觀察閻浮

品〉云，閻浮提之龍王（阿耨達池龍王除外）有三

提之眾生，住周羅善見城，統率龍 nāga、布單

患︰⑴諸龍皆被熱風、熱沙著身，受皮肉骨髓燒灼

那 pūtana 二部鬼神眾守護西洲兼及餘洲。

之苦惱。⑵諸龍宮內，惡風暴起，諸龍受失寶飾衣

⑷
北 方多聞天王 vaiśravan. a 名毘沙門，有可畏、天

、龍身自現之苦惱。⑶諸龍各在宮中相娛樂時，金

敬、眾歸三城，率藥叉 yaks. a、羅剎 rāks. asa 二

翅大鳥入宮捉搏欲食，諸龍怖懼，常懷熱惱。又，

部鬼神眾守護北洲兼及餘洲。

同經卷十九〈龍鳥品〉說，龍有卵生、胎生、濕生

☉
龍 nāga：巴利語同，音譯那伽、曩 誐 。八部眾之

、化生之別，依次為卵、胎、濕、化四生之金翅鳥

一。群龍之首，稱為龍王或龍神。一般謂龍為住於

所食。但皈依佛之龍，及深位菩薩權現者例外。

水中之蛇形鬼類，或謂屬畜生趣，具有呼雲喚雨之

本 經所說的龍類，依其住所有地上、虛空、妙高山


神力，亦為守護佛法之異類。據《正法念處經》卷

、水中。其形狀有一頭、二頭、乃至多頭。或無足

十八〈畜生品〉載，龍王乃愚癡、瞋恚之人所受之

，或二足，或四足，或多足。其頭尚有馬、牛、鹿

果報，其住所稱為戲樂城，分為法行龍王、非法行

、象等形狀。顏色也有赤、白、黑、黃之色。有持

龍王二種。法行龍王瞋恚之心薄，憶念福德，隨順

山的，有持地的，有持光明的，有持寶宮的……。

法行，故不受熱沙之苦，以善心依時降雨，令世間

百餘類大龍王，及其眷屬，於此大地，或時震響，

五穀成熟。非法行龍王不順法行，行不善法，不敬

或放光明，或降甘雨，成熟苗稼。已曾見過如來，

沙門、婆羅門之故，常受熱沙之苦，以惡心起惡雲

受三皈依，並受學處。脫金翅鳥怖，離火沙怖，免

雨，令一切五穀皆悉弊惡。

王役怖。常持大地，住大寶宮，壽命長遠，有大勢

《 四分律疏》卷七云：龍王五相不離本形。一與同


力，富貴自在。有無量眷屬，具大神通，能摧怨敵

類行婬時。若與人行婬變為人。二受生。三脫骨。

。形色圓滿，名稱周遍，天、阿修羅共戰之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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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神力令天得勝。其所有子孫、兄弟軍將、大臣雜

《 佛說海龍王經》卷二云，海龍王白佛言：「我從


使，皆以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真言」，守護於我，

劫初住止大海，從拘留孫如來興於世來，大海之中

並諸眷屬。令離憂苦，壽命百年。免諸鬼神惱亂，

諸龍妻子眷屬甚少，今海龍眾妻子、眷屬繁裔弘多

免諸水火之怖，惡友劫殺，怨敵他兵，饑饉夭壽死

，設欲計挍不可窮盡。唯然，世尊！如此云何有何

怖，地震惡獸，一切恐怖，悉皆解脫。

變怪？」佛告龍王：「其於佛法出家奉律行戒，不

要 獲得以上殊勝利益，必須與諸龍類加以「慈念」


具現戒成就，違戒犯行，不捨真見，不墮地獄。如

，而且常誦本經。《四分律》卷四十二：「爾時佛

斯之類壽終已後皆生龍中。」佛語龍王：「拘留孫

在王舍城，諸比丘破浴室薪，空木中蛇出螫比丘殺

佛時，九十八億居家出家違其禁戒，皆生龍中。拘

。時世尊慈念，告諸比丘。彼比丘不生慈心於彼八

那含牟尼佛時，八十億居家出家毀戒恣心，壽終之

龍王蛇，以是故為蛇所殺。」扶南義淨三藏譯本皆

後皆生龍中。迦葉佛時，六十四億居家出家犯戒，

有此義。益見聖人言語數句，即可免殺身之禍。《

壽終之後皆生龍中。於我世中，九百九十億居家出

大唐西域記》卷三云：「城西北有醫羅鉢呾羅龍王

家，若干鬪諍，習若干行，誹謗經戒，終生龍中，

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華同榮異彩。此

今有生者。」佛語龍王：「以是之故，仁者大海

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呾羅樹苾芻者也。

中，龍諸妻子眷屬不可稱計。我般泥洹後，多有

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

惡比丘、惡優婆塞，違失禁戒，當生龍中，或墮地

隨願必果。」是故經云：「若能以慈心念一切眾生

獄。」

，其福最勝。」

我 等何倖，雖際末運，得遇特異方便之「淨土法門


☉
佛 世尊龍王 buddha bhagavān nāgarāja，《華嚴經

」；復值尊貴無上萬劫難逢大乘圓密之「孔雀大法

》云：「大龍身中從定出，大龍身中入正定。」可

」，今生決定得生淨土。龍類令絕跡，三途悉獲脫

見龍中也有菩薩權現利生也。

。雖聖言有乖，豈不令慈父感到意外欣慰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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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彌龍王 śraman. a nāga rāja：《西域記》卷一云：
大雪山之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之耆舊曰

☉
無 熱惱池 anavatapta：《俱舍論》云：「雪北香南

：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

有大池水，名無熱惱。縱廣正等面各五十踰繕那量

中食，以神通力，並坐繩床淩虛而往。侍者沙彌密

，八功德水盈滿其中，非得通人無由能至。」

於繩床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

☉
德 叉迦 taks. aka：《一切經音義》曰：此云能害於

，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

所害也。謂德叉是所害聲，迦是能害聲言。舊云多

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為龍

舌龍，由多言故名多舌，非是口中多舌也。又云視

王說諸法要。沙彌如常為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

毒龍，此龍瞋時噓視，人畜皆致命終也。

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

☉
大 麼娜斯 mahā-manasvī：此云大慈心。華嚴經云

斷此龍命，我自為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

：「摩那斯龍王將欲降雨，先興重雲彌覆虛空，凝

痛矣。羅漢說法誨喻，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

停七日而未降雨，先令眾生究竟諸業。何以故？彼

從誨謝，既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

大龍王，慈悲心故，過七日已，漸降微雨，普潤大

，為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

地。」

宮。

☉
阿 鉢羅羅 apalāla：此云無等。西域記卷三云：此

☉
阿 蘇羅 asura：舊稱阿修羅。譯曰無端，容貌醜陋

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殑祇，深閑呪術

之義。國中男醜女美。又曰無酒，其果報無酒之義

，禁御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畜餘糧。居人眾

。新稱阿素洛。譯曰非天。因其有天之福而無天之

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

德，果報勝似天而非天之義。為常與帝釋戰鬥之神

逋課。殑祇含怒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

。六道之一。八部眾之一。宮殿在須彌山北，大海

終之後為此池龍。

之下。據《增一阿含經》卷三〈阿須倫品〉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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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彥 達 嚩 gandharva：又作乾達婆。此云尋香，以香
為食。亦云香神，樂神。

手，或謂萬頭二萬手，或謂三頭六臂，皆口中出火

☉
緊 那羅 kim
. nara：歌神，音樂天。意譯作疑神、疑

，口大縱廣千由旬。有關阿修羅之業因，諸經多舉

人、人非人。《華嚴經探玄記》卷二載，此神形貌

出瞋、慢、疑等三種生因。有四類生：

似人，然頂有一角，人見而起疑，故譯為疑人、疑

⑴
卵 生：鬼趣攝，有小神通。

神。彼具有美妙的音聲，能歌舞。《華嚴經疏》卷

⑵
胎 生：人趣攝，天道中降德遭貶墜，居處臨於日

五載，其為天帝之執法樂神。《一切經音義》卷

月。
⑶
濕 生：畜類攝，朝遊虛空，暮歸水宿。

十一云︰「男則馬首人身能歌，女則端正能舞，次
此天女多與乾闥婆天為妻室也。」

⑷
化 生：天趣攝，勢力大無畏，能與梵王、帝釋爭

☉
摩 護囉 誐 mahoraga：亦云摩呼洛伽，八部眾之一

權戰鬥。有四阿修羅王，各有百千眷屬，多住大

。《慧琳音義》十一曰：「亦是樂神之類，或曰非

海下。

人，或云大蟒神，其形人身而蛇首也。」

☉
摩 嚕多 māruta：主熱風鬼也，譯為風燥。風天，
風神。

☉
藥 叉 yaks. a：八部眾之一。又作夜叉。意譯捷疾。
即止住地上或空中，以威勢惱害人類或守護正法之

☉
蘖 嚕拏 garud. a：又作迦樓羅，即金翅鳥神。於佛

鬼神。據《長阿含經》、《大毘婆沙論》所載，夜

教中為八部眾之一，翅翮金色，兩翼廣三三六萬里

叉為北方毘沙門天之眷屬，守護忉利天等諸天，同

，其風使人目盲，故不出現人間。住於須彌山下層

受諸天種種富樂，並具威勢。有關夜叉之種類，《

。據《長阿含經》卷十九載，此鳥有卵生、胎生、

大智度論》卷十二謂有地行、虛空及宮殿飛行等三

濕生、化生四種，常取卵胎濕化之諸龍為食。壽命

種。水陸大齋的法事，迎請四聖六道受供聞法，還

一劫。

要仰賴這等捷疾鬼，不過名稱曰「捷疾持符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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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其形是紙人紙馬，實際可能較今日之傳真，

七、入文略釋‧ 95

剎女即法華經陀羅尼品所說之守護神。

還要直截了當。《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

☉
畢 隸多 preta：餓鬼。

行發符法事〉云：「聖凡體同。迷悟心異。今此修

☉
比 舍遮 piśāca：又作毘舍遮。此云噉精鬼，食血肉

齋而致請。或云赴感之不齊。謂三寶諸天之居。固

。東方持國天所領鬼神之名稱。帝釋之工匠，專司

一念而可格。如六道羣生之類。有屢呼而弗聞。蓋

宮殿之建造。

惡業重者正苦留連。及邪見多者自為障閡。非賴使
人之捷疾。曷通施者之勤渠。……不踰頃刻徧達緘

☉
步 多 bhūta：精靈。鬼類之一種，又作部多，此鬼
神部黨多故。

封。毋使有違自貽其咎。佛國天宮之異處，各謹攸

☉
矩 畔拏 kumbān. d. a：又作鳩槃荼。意譯為甕形鬼、

司。人寰地府之殊途，分當其任。昏昧弗知者勸之

冬瓜鬼、厭魅鬼。圓覺經稱其為大力鬼王之名。此

以道。凶頑自用者攝之以威。有請必來無一不至。

鬼噉人精氣，其疾如風，變化多端，住於林野，管

所有意旨具在符文。別命披宣。」

諸鬼眾。為南方增長天王所領鬼之名稱。

☉
囉 剎娑 rāks. asa：又作羅剎。意譯為速疾鬼。於空

☉
布 單那 pūtana：又作富單那。意譯為臭餓鬼、熱病

際疾飛或速行地面，為暴惡可畏之鬼。女則稱羅剎

鬼、災怪鬼。係餓鬼中福報最勝者，其身形極臭穢

女、羅叉私 (rāks. asī)。絕美富有魅人之力，專食人

，或謂其形如鸚鵡，能作祟人畜。

之血肉。男羅剎為黑身、朱髮、綠眼。此外，羅剎

☉
羯 吒布單那 kat. apūtana：又作迦吒富單那鬼。意譯

亦為地獄之獄卒，職司呵責罪人。又稱阿傍，其形

作奇臭鬼、極醜鬼。古印度認為剎帝利種若有劣行

或牛頭人手，或具牛蹄，力氣甚大，或為鹿頭、羊

，則死後成為此種鬼形，住於下界，受餓鬼之苦。

頭、兔頭等。於諸經中，羅剎偶亦轉變成佛教之守

☉
塞 建那 skanda：亦作塞建陀。使兒童生病的病魔

護神，稱為羅剎天，乃護世十二天之一。彼等呈神
王形，身披甲冑，手上持刀，跨騎白獅。又如十羅

首領，亦云軍神。
☉
嗢 摩那 unmāda：狂病鬼。

96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

☉
車 耶 cchāyā：影鬼。陰影。
☉
阿 鉢娑麼囉 apasmāra：此云羊頭癲鬼、癲癎鬼。
亦云轉筋。
☉
塢 娑怛囉迦 ustāraka：此云食人精氣鬼。亦云大煞
鬼。
☉
質 者 cicca：食心鬼。
☉
吠 哆拏 vetād. a：起屍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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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曩 謨 窣睹 扇多曳  
：頂禮三賢位諸菩薩。
namo stu śāntaye
⑺
曩 謨 尾目訖跢野
：頂禮佛母大孔雀明王尊。
namo vimuktāya
⑻
曩 謨 尾目訖跢曳 頂禮孔雀明王所說大乘秘密
：
namo vimuktaye 真
 言；頂禮《佛母大孔雀明
王經》無上法寶。
☉
曩 謨母馱野 namo buddhāya 曩謨者，皈依歸敬。

☉
怛 儞也他 tadyathā：即說咒曰。

母馱野即佛陀耶。《金剛頂瑜珈經》云：「歸依佛

☉
娑 嚩 賀 svāhā：即莎訶，娑婆訶。有滿願、成就、

故，即得諸佛五菩薩等一切菩薩，與諸眷屬皆來加

祝福等義。為一切真言之結尾。
☉
八 皈敬：
（圖像部十《白寶抄》
〈孔雀經法雜集下〉
）

護。」
☉
曩 謨達麼野 namo dharmāya，即皈依法也。即佛教

⑴
曩 謨 窣睹  沒馱野
：頂禮諸佛陀耶。
namo stu buddhāya

的經、律、論、陀羅尼藏法寶也。《金剛頂瑜珈經

⑵
曩 謨 窣睹  冒馱曳
頂禮諸佛所證本覺菩提
：
namo stu bodhaye
理。

皆來加護。」

⑶
曩 謨 窣睹 目訖多野
：頂禮證得涅槃果。
namo stu muktāya
⑷
曩 謨 窣睹 目訖多曳
：頂禮本來清淨涅槃理。
namo stu muktaye
⑸
曩 謨 窣睹  扇多野   頂禮地上諸位大菩薩摩
：
namo stu
śāntāya
訶薩。

》云：「歸依法者，即得帝釋并諸眷屬，四大天王

.

☉
曩 謨僧伽野 namah. sam ghāya，唐略云僧，義和合
眾，即今之僧團。《金剛頂瑜珈經》云：「歸依僧
者，得色究竟天五淨居等，并諸眷屬皆來加護。」

總持妙藥天甘露，讀誦受持身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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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七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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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名

譯曰

成道樹

身長

圓光

人壽

劫名

毘鉢尸
vipaś yī

勝見

無憂樹
aś oka

60
由旬

120
由旬

八萬
歲

尸棄
ś ikhi

火首

奔陀利
pun. d. arī

42
由旬

45
由旬

七萬
歲

毘舍浮
viś va-bhuk

種種
變現

娑羅林
sā la

32
由旬

42
由旬

六萬
歲

拘留孫
krakucchanda

滅累

尸利娑
ś irīs. a

25
由旬

32
由旬

四萬
歲

羯諾迦
kanakamuni

金色仙

烏曇跋羅
udumbara

20
由旬

30
由旬

三萬
歲

賢

迦葉波
kāś yapa

飲光

尼俱陀
nyagrodha

16丈

20
由旬

二萬
歲

劫

釋迦牟尼
śā kyamuni

能仁
寂默

菩提樹
bodhi

丈六

七尺

百歲

摩訶薩埵。菩提云覺悟，薩埵云有情；菩提薩埵即
覺悟一切有情眾生。釋論云：菩提名諸佛道。薩埵

莊
嚴
劫

名眾生，或名勇心。是人盡欲得諸佛功德，其心不
可斷不可破如金剛山，是名薩埵。復次此人心能為
大事，不退不轉大勇心故，多眾生中起大慈悲成立
大乘，能行大道得最大處。故必能說法破一切眾生
大邪見，大愛大我心等諸煩惱，故名為摩訶薩埵。
☉
獨 覺 pratyeka buddha，又名緣覺。即辟支。因觀
飛花落葉或十二因緣而開悟證道成辟支佛，故名緣
覺，出有佛世。又因無師友之教導，全靠自己之覺
悟而成道，故又名獨覺，出無佛世。
☉
聲 聞 śrāvaka，指聽聞佛陀聲教而證悟之出家弟子

《 大悲經》卷三云：「我滅度後此賢劫中，當有


。《大乘義章》卷十七本解釋聲聞之名義有三，即

九百九十六佛出興於世。拘留孫如來為首。我為第

：⑴就得道之因緣而釋，聞佛之聲教而悟解得道，

四。次後彌勒當補我處。乃至最後盧遮如來（樓至

稱為聲聞。⑵就所觀之法門而釋，如《十地經論》

佛）。如是次第汝應當知。」

卷四說，我眾生等，但有名故說之為聲，於聲悟解

☉
慈 氏者，舊稱彌勒。新稱梅怛麗耶 Maitreya，譯曰

故稱聲聞。⑶就化他之記說而釋，如《法華經》卷

慈。是為其姓，故稱慈氏。為將繼承釋迦佛位的未

二〈信解品〉載說，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故稱聲聞

來佛。

。此三釋中，前二者為小乘之聲聞，第三則為菩薩

☉
菩 薩摩訶薩 bodhisatva mahāsatva，具名菩提薩埵

，隨義而稱為聲聞。聲聞原指佛陀在世時之諸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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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入文略釋‧ 101

⑴沒囉憾銘 brāhmī 梵天女

⑵嘮捺哩 raudrī

⑶矯麼哩 kaumārī

⑷吠瑟拏微 vais. n. avī

srotāpanna：舊作入流，謂去凡夫初入聖道之法流

⑸愛捺哩 aindrī

⑹ 嚩 囉呬 vārāhī

；亦作逆流，謂入聖位逆生死之暴流。斷盡三界見

⑺矯吠哩 kauverī

⑻ 嚩 嚕抳 vārun. ī

惑之位。⑵斯陀含果 sakr. dāgāmi，譯云一來。斷欲

⑼夜弭野 yamyā

⑽ 嚩 葉尾野 vāyuvyā

界九品修惑中前六品，尚須於欲界之人間與天界受

⑾阿仡寧頁曳 āgniye

⑿摩賀迦離 mahākālī

，後與緣覺、菩薩相對，而為二乘、三乘之一。
☉
四果者，聲聞乘聖果之差別也。⑴須陀洹果

生一度，故曰一來。⑶阿那含果 anāgāmi，舊譯不

☉
護 世十二天：（畫像壇場儀軌中第二院之十二天）

來，新云不還，斷盡欲界後三品修惑，不再還來欲

⑴帝釋天 indra

⑵火天 agni

界之位。爾後受生則必為色界無色界。⑷阿羅漢果

⑶焰魔天 yama

⑷羅剎天 rāks. asa

arhanta，上至非想處一切修惑斷盡之聲聞乘極果

⑸水天 varun. a

⑹風天 vāyu

。以其斷盡一切見思二惑，故謂之「殺賊」；既得

⑺毘沙門天 vaiśravan. a

⑻伊舍那天 iśāna

極果應受人天之供養，故曰「應供」；一世之果報

⑼梵天 brahmā

⑽地天 pr. thivī

盡故，永入涅槃不再來生三界，故曰「不生」。

⑾日天 Su- rya

⑿月天 Candra

☉
四 向者，⑴須陀洹向。亦作預流向。為斷八十八品

以上為密教護世十二天。《供養十二大威德天報

見惑之位。是為向須陀洹果之因位，故曰向。⑵斯

恩品》云：「十二天總攝一切天龍鬼神星宿冥官。是

陀含向。亦作一來向。為斷欲界九品修惑中前六品

故供養了知此十二天，即得一切天龍等護也。」又云

之位。向義同前。⑶阿那含向。亦云不還向。為斷

：「是十二天乃是往古諸佛，為度眾生而來現也。」

欲界九品修惑中後三品之位，向義同前。⑷阿羅漢

☉
二 十八宿

向。為斷色界無色界一切修惑之位。
☉
十 二天母：（本經卷中出現，異於壇場之十二天）

《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

〈日宿直所生品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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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位 宿名

東
方
七
宿

名

星數 形類似

神

名

姓

食

物

昴

kr.ttikā

六

剃刀

火神

其尼裴若

乳酪

畢

rohin. ī

五

半車

鉢闍鉢底神

瞿曇

鹿肉

觜

mr.gaś irā

三

鹿頭

月神

婆羅墮闍

鹿肉

參

ā rdrā

一

額上點

魯達羅神

盧醯底耶

血

punar-vas�
u

二

屋栿

日神

婆私瑟吒

蘇餅

鬼

pus.ya

三

瓶

蘖利訶馺撥
底神

謨闍耶那

蜜麨稻穀
華及乳粥

柳

aś les.ā

六

蛇

毘舍神

曼陀羅耶

蟒蛇肉

星
張
翼

梵

名

maghā
pūrvaphalgunī
uttaraphalgunī

星數 形類似

神

名

六

牆

薄伽神

二

杵

婆藪神

二

跏趺

利耶摩神

姓

宿位 宿名

西
方
七
宿

井

宿位 宿名

南
方
七
宿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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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物

瞿那律耶
遏咥黎

hastā

五

手

毘婆怛利神

角

citrā

二

長幢

瑟室利神

亢

svā tī

一

火珠

風神

蘇那

大麥飯菉
豆酥

氐

viśā khā

四

角

因伽陀羅祇
尼神

邏怛利

烏麻雜華

跋蹉耶那

乳粥

僧伽羅耶那 蘇蜜香菜

神

名

姓

食

物

四

帳

布密多羅神

心

jyes.t.hā

三

階

因陀羅神

尾

mūla

二

獅子頂
毛

儞律神

迦底那

乳菓花草

箕 pūrvā s.ād. hā

四

牛步

水神

刺婆耶尼

瞿陀甜苦
味

斗 uttarā s.ād. hā

四

象步

毘說神

毘耶羅那

蜜糗稻花

多羅毘耶

酒肉

僧訖利底耶
粳米蔬乳
那

牛

ś ravan. ā

三

牛頭

風梵摩神

姓奢拏耶那

乳粥香花
藥

女

abhijit

三

梨格

毘藪幻神

目揭連耶那

新生酥及
鳥

梵

名

星數 形類似

神

名

姓

食

物

虛

dhanis.t.hā

四

訶梨勒

婆娑神

婆私迦耶

大豆喻沙

危

ś ata-bhis.ā

一

花穗

婆魯拏神

丹茶耶

羝羊肉

pūrva-

二

車轅

阿醯多陀難
神

闍耶尼

一切肉

uttara-

二

立竿

尼陀羅神

瞿摩多羅

大麥飯酥
乳

奎

revatī

32

小艇

甫涉神

曼茶鼻耶

肉及飲糗

婁

aś vinī

三

馬頭

乾闥婆神

阿說耶尼

烏麻雜苽

胃

bharan. ī

三

三角

闍摩神

粟笈婆

烏麻稻米
蜜肉

栗蘇

軫

星數 形類似

a���
nurā dhā

乳粥

北
方
七
宿

名

房

宿位 宿名

瞿必略耶那 六十日稻

梵

室 bhā dra-padā
壁 bhā dra-pad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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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曜及九曜者，即日、月、火、水、木、金、土等

本經卷下云︰「有九種執曜名號，此執曜天巡行

七星，加上羅侯與計都等二蝕星，則稱為九執或九

二十八宿之時，能令晝夜時分增減，世間所有豐儉苦

曜。《宿曜經》卷上載：七曜之精昇天，放射光芒

樂皆先表其相。其名曰：日月及熒惑，辰歲并太白，

，其靈則降下，司人間之善惡吉凶。又執曜為九執

鎮及羅 睺 彗，此皆名執曜。此等九曜有大威力能示吉

七曜之略稱。據《宿曜經》、《梵天火羅九曜》、

凶。」可知古代嘗依九曜占卜吉凶禍福，並有祭供之

《孔雀經音義》等，略表如下：

修法。
二十八宿星與人類環保的關係：

曜名

漢名

梵

名

日

太陽

ā ditya

月

太陰

火

形狀

‧

特徵

配列

一周時

＊

卯辰方

一日

soma

＊

申酉方

一月

熒惑

.
angāraka

如外道，驢冠，四手兵器
刀刃

南方

二年

水

辰星

budha

如女人，頭首戴猿冠，手
持紙筆

北方

一年

木

歲星

br.haspati

如卿相著青衣，戴亥冠，
手執華果

東方

十二年

西方

一年

中方

29年半

金

太白

ś ukra

如女人，頭戴酉冠，白練
衣彈絃

土

鎮星

ś anaiścara

如婆羅門，牛冠首手持錫
杖

：「爾時佛告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言
，過去天仙云何布置諸宿曜辰，攝護國土養育眾生。
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等而白佛言，過
去天仙分布安置諸宿曜辰，攝護國土養育眾生，於四
方中各有所主。」「爾時佛告梵王等言。汝等諦聽。
我於世間天人仙中一切知見最為殊勝。亦使諸宿曜辰
攝護國土養育眾生。汝等宣告令彼得知。如我所分國

羅睺 黃幡星

rāhu

交會蝕神，逢日月皆蝕，
東北方
隱而不見

＊

計都

ketu

亦云豹尾，首隱不見，行
西南方
無定形

＊

彗星

《大方等大集經》卷五十六〈月藏分第十二〉云

土眾生各各隨分攝護養育。」
㈠東方七宿：
⑴ 角宿主於眾鳥。


⑵亢宿主於出家求聖道者。

⑶氐宿主水生眾生。

⑷房宿主行車求利。

⑸心宿主於女人。

⑹尾宿主洲渚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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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宿十二宮七曜之別。人界天界一切之事實，恒

⑺箕宿主於陶師。

相反影，吉凶之相，現於宿曜，且由星宿之運行，而

㈡南方七宿：

⑴ 井宿主於金師。

⑵鬼宿主於一切國王大臣。

豫定個人之運命者也。是為星占法。陰陽師，兵家，

⑶柳宿主雪山龍。

⑷星宿主巨富者。

及密教之占卜者皆傳播之。藏經中有《文殊師利菩薩

⑸張宿主於盜賊。

⑹翼宿主於貴人。

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簡稱宿曜經），
《宿曜儀軌》，《七曜禳災決》，《七曜星辰別行法

⑺軫宿主須羅吒國。

》諸經等。

㈢西方七宿：

⑴ 奎宿主行船人。

⑵婁宿主於商人。

《宿曜經》云：天地初建時，寒暑精化為日月，

⑶胃宿主婆樓迦國。

⑷昴宿主於水牛。

以五星為臣佐，二十七宿運行十二宮間，生成支配萬

⑸畢宿主一切眾生。

⑹觜宿主鞞提訶國。

物。但因日月宿直之配例不同，故有差異。

⑺參宿主於剎利。（譯曰王種）
㈣北方七宿：

⑴ 斗宿主澆部沙國。
⑵牛宿主於剎利及安多鉢竭那國。

（按：印土多用二十七宿，除牛宿。）

.

☉
獨 角大仙 ekaśr. n ga，《西域記》卷二云：此仙為婬
女誘亂退失神通，婬女乃騎其項而還城邑。
☉
鸚 鵡大仙者，《賢愚經》中有〈鸚鵡聞四諦品〉，

⑶女宿主鴦伽摩伽陀國。

述說鸚鵡聞說四諦得生天緣：昔佛在世時，舍衛國

⑷虛宿主般遮羅國。

中長者須達，敬信佛法為僧檀越，一切所須悉皆供

⑸危宿主著花冠者。

給。時諸比丘隨其所須，日日往來說法教誨。須達

⑹室宿主乾陀羅國、輸盧那國及諸龍、蛇腹行之類。

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稟性黠慧

⑺壁宿主乾闥婆善音樂者。

能知人語。諸比丘來先告家內，拂整敷具歡喜迎逆

星宿，又稱宿曜，印度之天文法也。其中有

。是時阿難往到其家，見鳥聰黠愛之在心，而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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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欲教汝法。二鳥歡喜授四諦法。門前有樹二鳥聞

☉
食 吐鬼：夫勸婦施惜言無，積財慳悋故常食吐也。

法，喜悅誦習飛向樹上，次第上下經由七返，誦讀

☉
食 糞鬼：由婦人誑夫自噉飲食，惡嫌夫故，常食吐

所受四諦妙法。其暮宿樹野狸所食，緣此善心生四
王天、忉利天等。如是七返受天已畢，來生人中出
家修道得辟支佛果。一名曇摩，二名修曇摩。
☉
大 仙 mahār. s. ī，《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云：「仙
有二種，一內仙人，二外仙人也。內仙人者謂佛菩
薩，外仙人謂外道仙人修苦行者也。」後者身具威
德光明，住於山河林藪之間，有五種神通自在，能
遊行於虛空。

糞也。
☉
食 火鬼：由禁人糧食令其自死，故受火燒口叫飢渴
苦也。
☉
食 氣鬼：多食美食，不施妻兒常困飢渴，唯得嗅氣
也。
☉
食 水鬼：由酤酒如水以惑愚人，不持齋戒，常患燋
渴也。
☉
食 唾鬼：以不淨食誑出家人，身常飢渴恒被煑燒，

☉
婆 私瑟吒大仙 vasis. t. ha，係七大仙之一，十大仙之
一，二十八部眾之一。印度吠陀時代之仙人。於密
教中，位於胎藏界曼荼羅外金剛部之東方。形像為
身呈白肉色，仙人形，上身裸露，右手持蓮花，握
拳覆腰，彎曲左手，持數珠，立左膝，坐於圓座。

以求人唾兼食不淨。
☉
食 鬘鬼：前世時盜佛華鬘用自莊嚴。若人遭事以鬘
賞祭，因得鬘食也。
☉
食 血鬼：由殺生血食不施妻子，受此鬼身。以血塗
祭方得食之。

又為虛空藏院千手觀音之左脅侍者，乃觀音二十八

☉
食 肉鬼：由以眾生身肉臠臠秤之，賣買欺誑，因受

部眾之一。形像為肉色，苦行仙人形，右手舉似彈

此報，多詐醜惡人惡見之。祭祀雜肉方得食之。

指，左手持仙杖而立。

☉
食 香鬼：由賣惡香多取酬直。唯食香煙後受窮報。

依《正法念處經》云：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行
因不等，受報各別。今略舉之。

（出自《法苑珠林》卷六）

☉
食 精氣鬼：由詐為親友我為汝護，令他勇力沒陣而
死，竟不救護，故受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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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 鬼者：貪惑為罪者，詐現虛妄迷惑世人故，遇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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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結界範圍。

附之以成形，名為魅鬼，乃妖狐為怪雞鼠成精能惑
丙四、念段顯義

亂人者是也。
☉
散 支迦大將，訶利底母及五百子：訶利底譯曰歡喜

阿難陀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真言，無能違越者。若

，謂鬼子母或歡喜母。散支迦大將，亦云散脂將軍

天若龍，若阿蘇羅，摩嚕多，……一切鬼神亦無能違

。陀羅集云，其為歡喜母即鬼子母神之次子。《大

越者。及一切諸惡食者：食精氣者，食胎者，食血者

藥叉女歡喜母并愛子成就法》即《訶利底母經》謂

，食肉者，食脂膏者，食髓者，食生者，食命者，食

其為歡喜母神之夫，生五百子。散脂將軍為北方毘

祭祠者，……食殘食者，食吐者，食不淨物者，食漏

沙門天王八大將之一，二十八部眾之總司，巡行世

水者，如是等諸惡食者，亦不能違越此佛母大孔雀明

間賞罰善惡。《金光明經》〈散脂鬼神品〉云：散

王。

脂鬼神、鬼子母及五百子於此品中誓守護能信受此
經者。
☉
結 其地界結方隅界者，密教於修法時，為防止魔障
侵入，劃一定之地區，以保護道場與行者，稱為結

鬼神，有時包括天龍八部，乃至釋梵述說。因為
祂們都不願看到人世間廣造諸惡，而致善神減損其威
；修羅惡神增益其暴惡，惱害眾生。

界。以事、理而別為二種：劃定區域、結誦印明等

又諸王賊水火，他兵飢饉，非時夭壽，地動惡獸

之實際作法屬於「事結界」；本經為行者以觀想之

，怨敵惡友等，亦不能違越，悉皆遠離。又諸惡病：

法完成結界，屬於「理結界」。其結界區域之廣狹

疥癩瘡癬，痔漏癰疽，身皮黑

，皆以行者自心之廣狹而建立壇場之界區。結界時

頭痛，眼耳鼻痛，脣口頰痛，牙齒舌痛，及咽喉痛，

自地而起，向方隅劃一圈回到地面，如玻璃罩，罩

胸脅背痛，心痛肚痛，腰痛胯痛，及脾膝痛，手足四

住特定的對象或區域，手結印，口持真言，心中觀

支，及隱密處痛，瘦病乾消，遍身疼痛。如是等痛亦

，飲食不消。頭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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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違越，皆得遠離。又諸瘧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

及護他人。二是或有人心昏，未能憶誦，或是不會念

，乃至七日半月一月，或復頻日或復須臾，或常熱

，只要結線索，或者佛牌，身上帶持，也能重罪輕報

病，偏邪癭病，鬼神壯熱，風黃痰

，真實不虛。

，或三集病，

四百四病。皆不能違越，此佛母大孔雀明王。
《楞嚴經講記》八一五頁，釋密咒之稱念功德及
利益云：「皈依三寶，治諸怨害病難，令生善喜。水
神能除水毒，空神能除時氣病，火神能治地大增損病
，風神能除風癱病，諸金剛神王作諸法藥，能除滅眾
生一切毒病，令得樂果。」關於鬼神惱害眾生之現象

昔有法耀法師者，未出家前，由二手煙波及而不
知，致患肺氣泡，又是氣喘。長期治療而藥物中毒，
不能再用任何注射或藥物，祇有忍受病苦等待死神降
臨。經稱念「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聖號，僅九千餘
聲，藥毒全消！師於七十九年發心出家，住宜蘭孔雀
山開成寺，九十七年捨報。

及其因由，《楞嚴經》述說甚細密，本經述說較簡，

阿難陀，若天旱時及雨澇時，讀誦此經諸龍歡喜。

但其原委相同卻是無庸置疑。也就是我們人類生態環

若滯雨即晴，若亢旱必雨。令彼求者隨意滿足。

保，與幽冥界眾生生態的平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段經文，提供我們求雨止雨的簡便，而且有效

復次阿難陀，若有人纔稱念此摩訶摩瑜利佛母明

率的管道，我們應生珍惜與感恩心──珍惜善加利用

王名字者，便護自身及護他人，或結線索身上帶持。

，感恩歸投三寶，受持五戒，廣行十善，孝順父母，

如其此人，應合死罪以罰物得脫，應合被罰輕杖得脫

敬事師長。如此方能增益天威，依時風雨。否則多行

，應合輕杖被罵得脫，應合被罵戰悚得脫，應合戰悚

不義，恣任放逸，修羅凶惡勢增，非旱即澇，或惡星

自然解脫。一切苦難悉皆消散。

變怪，世人不能不知。

這段經文有二種含義：一是小有稱念，便可自護

祈雨止雨能辦到嗎？且看歷史的記載：
公元三一七年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僧佛圖澄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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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數次修孔雀法祈雨。
公元五八六年至德四年開皇六年，隋文帝請曇延

等人祈雨並授八關齋戒。

公元九七○年開寶三年四月，宋太祖臨幸建隆觀
祈雨。

公元六○○年開皇二十年一月，百濟國法王創建

公元九八六年雍熙三年十一月，祈雪。

王興寺度僧三十人，夏，王臨幸漆岳寺祈雨。
公元六九一年嗣聖八年二月，日本天皇為求止雨

公元九九二年淳化二年九月，宋太祖臨幸諸寺觀
祈霽。

，詔令公卿懺悔。

公元一○○○年咸平三年十二月，祈雨。

公元六九二年嗣聖九年，周則天武后敕令全國禁
止屠釣祈雨。

公元一○○二年咸平五年七月，真宗臨太平興國
寺及上清宮祈霽。

公元七一六年開元四年（玄宗）六月，新羅居士
理曉祈雨。

公元一○四三年慶曆二年七月，宋仁宗於開封相
國寺內殿祈雨。

公元七四六年天寶五年，不空三藏於長安宮內修

公元一○四七年春，仁宗至隋州太洪山祈雨。

孔雀法祈雨。

公元一○五九年九月，仁宗於相國寺祈雨。

公元七六二年，宋太祖於相國寺祈雨。

公元一○七三年三月，神宗於瑤津亭祈雨。

公元七七二年大曆七年八月，日本風雨不順，規

公元一○八二年八月一日，僧覺信於東寺，修孔

定每年正月諸國國分寺舉行吉祥悔過法會七日。

雀法祈雨。

公元九○八年日本方面醍醐天皇延喜八年夏，天

公元一三七二年三月，道士修請雨法。

旱，七月十九日，聖寶率三十二僧在神泉苑修孔雀法
祈雨。
公元九六○年五月十三日以後，日僧寬空，及仁

公元一四七三年成化九年八月，明憲宗洪景相祈
雨。
公元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一日，美西海岸旱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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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市中美佛教會舉行祈雨法會。

貪欲瞋恚癡，是世間三毒，諸佛皆已斷，實語毒消除。
貪欲瞋恚癡，是世間三毒，達摩皆已斷，實語毒消除。
貪欲瞋恚癡，是世間三毒，僧伽皆已斷，實語毒消除。
有人電話問我：「孔雀明王經是個什麼經？」上
面三行經文就是畫龍點晴，告訴我們這部經是消除貪
欲、瞋恚、愚癡三毒的。這毒很厲害，小則傷身命，
損健康，斷善根；大則影響環境及至地球生態，及殺
害法身慧命。正覺世間的諸佛菩薩、聲聞緣覺，祂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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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

釋

義

引取之心名為貪。

貪 若以迷心對一切順情
欲 之境，引取無厭，是
名「貪毒」。

忿怒之心名為瞋。

對治法

不淨觀

內

容

觀察一切根身器界皆屬不淨，以停止貪
欲。

對人之死狀作九種不淨觀，以滅除對色
身之貪愛與執著。九想即青瘀、膿爛、
九想觀 蟲噉、膨脹、血塗、壞爛、敗壞、燒、
骨。12
觀察一切眾生痛苦可憐之相；視一切眾

瞋 若以迷心對一切違情
慈悲觀 生皆吾眷屬，應拔苦予樂，以停止瞋
恚 之境，便起忿怒熱
恚。
惱，是名「瞋毒」。

迷惑之心名為癡。
觀察一切法皆從因緣生；觀十二因緣，
若於一切事理之法，
愚
三世相續之理以停止愚癡。十二因緣
無 所 明 了 ， 顛 倒 妄 因緣觀
即：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
癡 取，起諸邪行，是名
受、愛、取、有、生、老死。
「癡毒」。

都以「法寶」消除了三毒；牠們的身心獲得安穩，環
境生態常得離災危。我們每個人也應正視這問題。
毒者毒害也。謂貪瞋癡能破壞出世善心，故名為
毒。

《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把貪欲的熱惱心，引導換個想法：寫字、繪畫、打球
12 九想觀為：

一切眾生心中甘露，三世如來掌內醍醐。
普賢願願冥符菩薩願，神咒心心暗契如來心。

⑴青瘀想：觀想風吹日曬，死屍變黃赤，復又發黑青。
⑵膿爛想：觀想死屍皮肉糜爛，自九孔出膿生蟲。
⑶蟲噉想：觀想蛆蟲、鳥獸之食屍。
⑷膨脹想：觀想死屍之膨脹。
⑸血塗想：觀想死屍之膿血溢塗。
⑹壞爛想：觀想皮肉之破裂、腐爛。
⑺敗壞想：觀想皮肉爛盡，僅存筋骨，七零八落。
⑻燒想：觀想死屍燒為灰燼。
⑼骨想：觀想死屍成為一堆散亂之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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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做家務，當義工……都可以，總之要脫離貪欲之

就轉。古德云，說法若落一邊，佛法亦魔法矣！《華

引誘聯想。萬不可說為「適度無妨」，或者說：「這

嚴經》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勸諸後學若顯若

是年輕人正常的行為」。

密，或性或相行則任在，一門信須圓通無礙，勿同盲

尚有呵欲偈一首，常為背誦亦可移轉邪思：「欲
欲我知你，本從心想生，我今不想你，你即不得生。

人摸象……。偈云：「大聖親宣五教文，千門萬戶入
天真。遍觀受一非餘者，盡是佛家不了人。」
（出自《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

」若更能常念「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聖號
，當屬上上之方便也。
或問：「陀羅尼多令人有所希求，不亦反損陷眾
生乎？」
曰：「此問是離求外別取無求，全同斷見外道。

或問：「二十八宿者，道教不亦云乎哉？」
曰：「經云，若色若聲俱是咒心，或見或聞莫非
佛法。況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宿曜豈在心外耶？密
教謂『一法界』即『一大曼荼羅』也。」

今佛教說，終日求之不見求相，是真無求；非同木石
，全不希求也。故《觀音鈔》云：『雖念念求，而無
能求所求之相。』又況諸佛大慈大悲，豈可故意損害
眾生耶？」
或問：「善知識講經說法，莫不指歸『南無阿彌
陀佛』六字洪名，求生淨土，不亦可乎？」
曰：「甚善，甚善。」然北宋有慧照法鄰法師者

甲三、流通分
流則不滯，通則不壅，謂正說分既陳，務傳後世
利益眾生。用使正法之源流，不滯不壅，流通不已。
遺憾的本經已壅塞不傳千餘年矣！再不流通法寶
終將永不見天日，若長眠於龍宮海藏，有勞護法龍天
，常散天華妙香守護了。

，嘗勸人以二戒：「三十以前未可念阿隬陀，少不知

一經流通分之判別，古人見地不一，如《金剛經

進。七十以後不得持消災咒，老不知止。」昔台中李

》之流通分，就有不同的判別。尤以《金剛經心印疏

老師嘗謂門人，佛法如水裡的葫蘆，不按不轉，一按

》中，溥畹大師別具慧眼，判「云何為人演說，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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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如如不動」後之經文為流通分，試看解釋都很

祂們關懷擁護，應如何態度，當是智者深思詳慮，急

費事，自非泛泛之輩所能擔當。已圓寂的普行老法師

起直究，付諸行動的要務，俾期幽顯生態相互關懷，

曾寫金剛經析微云：「欲了金經，如人啃鐵饅頭。」

使這個世界不再是五濁惡世；更安樂、更可愛、更美

金剛經以較量持經福勝，勸讚讀誦，流傳無盡。

滿、更有品質。

本經以現感現感，普告四眾、國王大臣、世間人等，

其次四句，《楞嚴咒疏》85 頁將此名為「孔雀

受持此法，為他人說，書寫經卷，在處流通，更是大

偈」。並釋云：凡諸佛所言一切經咒，皆不出四悉利

慈不捨鼓勵有加。

益眾生。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日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穩

無邊福智益群生

所有罪業並消除

遠離眾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華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願諸世界常安穩──是世界悉檀歡喜益。
無邊福智益群生──是為人悉檀生善益。
所有罪業並消除──是對治悉檀破惡益。
遠離眾苦歸圓寂──是第一義悉檀入理益。
最後四句是說，為佛弟子，自當堅持淨戒，則戒
香遠播，不受任何風向的影響，其他的世間任何香，
都要受風向的影響不能遠聞。《華嚴經》卷六十七云
：「善男子！摩羅耶山出栴檀香，名曰牛頭；若以塗
身，設入火坑，火不能燒。善男子！海中有香，名無

這偈頌前八句，是世尊諄諄咐囑來聽法的龍天鬼

能勝；若以塗鼓及諸螺貝，其聲發時，一切敵軍皆自

神等眾，要擁護佛法，勤行世尊的教誨；常於人世起

退散。」其較諸戒香，百分不及一也。戒乃六波羅蜜

慈心，也就是對人世間常關懷擁護。

之一，是凡夫趨往涅槃的修道資糧。戒淨則能生定，

我們有理智，有情感的萬物之靈──人類，對於

常在定中，自然心不顛倒。嚴以治身，淨以治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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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清淨，戒體自然皎潔晶瑩。
《瑜珈師地論》卷四十一曰：菩薩修行若能依止

七、入文略釋‧ 123

三種菩提

成

就

所依根性

依

師

歷

時

聲聞菩提

唯斷煩惱障

鈍根

依師之指導

獨覺菩提

唯斷煩惱障

中根

為求自利，
百大劫
無師指導

利根

願自利、利
三大阿
他，且不依
僧祇劫
師

三生

一切毘奈耶（即戒律），勤學所學，便得成就三種圓
滿安樂而住。
⑴
成 就加行圓滿：於淨戒中行無缺犯，於身語意清淨
無染，若有過失即能發露懺悔，令戒行圓滿。
⑵
成 就意樂圓滿：為法出家不為活命。為求大菩提、
求大涅槃非為不求。如是求者不住懈怠，能勇猛精

佛菩提

一併斷除煩惱、所知

（即無上正等菩 二障而悟得者，乃究
提，阿耨多羅三 極而無勝之者。
藐三菩提）

進。不雜眾惡及不善法，不受當來諸熾然眾苦及所
有生老病死。
⑶
成 就宿因圓滿：昔餘生中修福修善，故於今世種種

菩提妙華，指諸佛菩提猶如妙華，因中有果，果
中有因，可以遍莊嚴，超勝他華不可思議。佛座常以

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自無匱乏，復能於

蓮華就是表妙華。約本經言有十妙：

他廣行惠施。

⑴
境 妙──智之對象之境妙。

菩提譯為覺、智、知、道。是斷絕世間煩惱，成

⑵
智 妙──不用六識分別心觀照之智慧。

就涅槃之智慧。由於聖者可分三類，故菩提亦有三種

⑶
行 妙──實踐的行為平常。直心「讀誦」。

之別：

⑷
位 妙──不分實踐階段階位。
⑸
法 妙──不求悟解。
⑹
感 應妙──現感現應。
醫眼所見百毒皆藥，佛慧所照眾生即佛。
真言秘藏超三祇以難聞，金剛佛乘過十地而叵得。

⑺
神 通妙──佛之身業。
⑻
說 法妙──佛之口業。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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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跋‧ 125

各得解。
⑼
利 益妙──權實二教菩薩、聲聞緣覺、六道群生各

八、跋

蒙其益。
⑽
眷 屬妙──七佛慈氏即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故
常讀誦常近佛。

自古以來，密教的注釋書不多見，這部「孔雀明
王經導讀」的出現，也不過是前拙作「孔雀明王經簡

以上偈頌是流通分經文之一部分，本經上中下卷

介」的化身。由於時代進步，信眾與日俱增，其文化

尾題之前都應讀誦，不應在尾題之後，特提示出來。

水平已普遍提升，簡介已盡其階段性的努力，讓它身

這也是本經體例特別之處，亦顯示不空祖師譯筆忠實

退；原來寫錯的改正，沒有寫出來的增訂，使它發揮

。末流凡夫，何敢任意刪改。

出來。另外目的：導引信眾心胸擴大，走國際路線，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已竟，若有乖誤之述

使世界人士共修時音調一致。為達成此目標，必須提

說，其罪由 老衲 一人承當；若有些微功德利益，願與

倡梵文，將經文依據《大正新修大藏經》梵文羅馬拼

法界眾生共同分享。回向眾生，回向龍天，回向真如

音為主流，方能普及國際，減少誤差，於國際同好共

實際，回向廣大曼荼羅，諸佛度生圓輪具足。

修時聲調一致，俾能獲致預期效果。

公元二○○八佛曆二五五二年結夏安居
年見如脫稿於宜蘭孔雀山開成寺

這部孔雀明王經導讀很快的和有緣讀者們見面，
除了本尊冥加，要歸功於諸善知識的關注。例如西安
戴居士父子，為蒐集資料，曾用了兩年餘歲月，出錢
出力，任勞任怨，一心為弘揚孔雀法，寫了一本孔雀
法注釋彙編，雖未能出版感到遺憾，但足能代表兩岸

雀食毒草養身命，經出妙音淨法身。
尾拂無量災殃迎吉祥，嘴噉三毒長養妙法身。

三地同好，對本法研究學習的興趣，已形成一股不算
小的洪流，這是歷來從未有的社會現象。他們父子付

126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導讀

出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八、跋‧ 127

或拜懺，當地信眾興趣都沒有，一位年輕賣花姑娘也

所謂直心是道場，我們發現世人在苦難中無人援

不例外。某次明王法會，就在市場裡一座新建二層樓

助，像掉到無底深淵，失去了求生的本能，雖上天有

舉辦，為慶祝市場開幕。賣花姑娘也參加法會當志工

好生之德，尚賴《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慈悲拔濟。我

，不料開車意外挨了罰單，膝蓋以下也無故瘀青，她

們傻傻地一直不斷的弘揚提倡，時至今日，不覺已將

不知該怎麼辦？見了師父，跪下就淚汪汪地訴說，師

近三十餘年，所獲得的反應，大多都是驚奇、稀有、

父該如何安慰她呢？「妳站起來聽：說不定就因為你

聞所未聞、感應殊勝。

發心當志工，重報轉輕受。假設師父沒有說錯，明天

其實遠在南朝時梁元帝手著「金鏤子」，裡頭記

法會一開始，你的煩惱就解除。」結果真的就解除了

述的都是社會上稀奇古怪事，其中也有孔雀明王經的

，並且說：「平時白色的花賣不出去，這次意外不夠

記載。台北神秘雜誌記者也到處訪問，當時驚動了佛

賣！下次師父再來辦法會，先通知我，多準備些白色

教界，誤以為是外道在玩把戲，學術界也特別重視，

花。」

二位文學博士及七、八位文化人蒞山訪問。

（按：白色花表定，義為相應。）

又台中一位小姐，是台北一位信徒的舊同學，買

又例如曉雲法師麾下佛學苑長得婦女病，西醫放

了一新屋，不幸屋內有鬼作祟，換了幾次住家都不行

棄治療，後經過四十九部讀誦，以及某少婦二十年的

，就是要跟定她，求神拜佛都不靈！有出家師父在埔

婦女病，也於讀誦不及四十九部期間，排出了約十公

里弘揚孔雀法，聽到了就告訴她說：「明天開始有孔

分的血塊而痊癒。又某婦人五十三歲，外科病久治不

雀明王法會，你來參加，問題就解決了。」結果才第

癒，經讀誦七部後也就好了。又一位四十歲尼師修某

一天晚上，她滿臉灰土的氣色變正常了，身體也感到

種密法，有成就後著了魔，甚為苦惱，求救無門，恩

輕爽，顯然鬼離開了她。

師也無奈，經當場處理，當場就沒事了。
又台灣北港媽祖廟香火很盛，佛教的法師或講經

又厦門同安區，蓮花佛心寺的住持釋竺冰，發心
要蓋大殿，經費不足，我們回台北前順便給佛心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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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法，不到三小時，聽住持說，有人滙來了十萬人

九、附錄 三

民幣，常住尼師們都高興得不得了。
筆者弘法三十餘年，應該也有什麼感應了！答案

甲一、訪問和尚

是：所希望的事，差不多都很理想地實現了。最後想

（記者簡妙珠訪見如法師談幾個灑脫話題，節
錄自佛教新聞周刊 1989 年 11 月 20 至 26 日）

的唐密系統，也就是歸宗的問題。雖然考據學家認為

個性率直為人耿介

，唐密自惠果大師圓寂後中斷，但由於扶風地宮文物
出現，大家都知道了唐密並無失傳，其五十二代傳人

當師父還在軍中服務時，薪俸比長官還多。原因

就在我們的身邊，那就是中華國際唐密協會理事長─

是他常要出生入死，在危險邊緣辦事。師父說：「子

─周文魁居士。再就是享譽國際，著名的悉曇梵文教

彈是不長眼睛的，子彈聲咻咻亂飛，誰也不敢保證平

授──林光明先生，他雖然很忙，一面發心著書立說

安。」但是師父強調：「人家不敢我們敢，死了就死

，還要親自應酬，百忙中仍不斷關注孔雀法弘揚和發

了，有什麼了不起！」

展，擔心我們走岔路，因此我邀請他們二位為孔雀法

過去師父在部隊裡，雖然上級命令要他辦事，但

的顧問。而開成寺住持，及住眾法師們也全力支援。

師父對軍紀一點也不害怕，不想去就是不想去。這樣

諒廣大同道們獲悉之餘，一定會舉雙手支持。八十六

堅決的個性，令他在軍中縱橫自在，看來也唯他有辦

歲的老和尚，只好鞠躬盡心奉陪到底。

法吃得開了。

時 2008 年 5 月 20 前夕 見如
於宜蘭孔雀山開成寺

見如法師談及他的出家因緣，是為社會上沒有他
好做的事情，所以只好往出家這條路鑽。聽了他說的
這個理由，讓人直覺得師父的人蠻靈活的，講話也很
有個性。

戲稱念者四百身病忽除，遊讀誦者八萬心患頓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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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菩薩沒有冒煙的！

樓，那時鬧旱災，天氣悶熱，頂樓又沒冷氣設備，不

的確，見如法師是個蠻有個性的人，從以下他的

要說待在那裡四十九天，二個鐘頭恐怕大家都受不了

幾個答話，相信您更能感受他那份灑脫曠達的性格。

，但是師父表示，當時除了滿身大汗外，還是堅持把

過去，師父為了戒煙的事，曾經以報喜的心情告訴他

經誦下去。

的朋友說，他要戒煙了，當時他的朋友都說他神經病

雖然誦經的時間長短我們可以彈性調整，但是明

。師父那時也不計較，他說：「神經病就神經病嘛！

王經和其他經不同，往往一誦就二小時，師父甚至有

因為佛菩薩沒有冒煙的！」當時師父已決意要出家，

過四、五小時不下台的記錄。

所以別人認為他神經病是無所謂的。
誦明王經只為祈雨
誦經祈福從不言苦

明王經的殊勝是現感現應，因此師父表示，辦法

由於師父身體不好，有時忙於法會，因此胃口不

會他的壓力最大，因為要現感現應，只要法會有一人

好，信眾特地買營養食品送給師父調理身體，師父說

感應，即有證驗了。同時師父強調：明王經殊勝的原

營養品一付六千元，他吃不起！但是如果不要錢，那

因，是它不要你念多少遍、用多少功，只要你稱念「

可以吃，要錢的話就不吃了，哈－－哈－－。

摩訶－－摩瑜－－利佛母明王」，就可以自利利他。

師父說話帶著北方人率直坦誠的語氣，有些話雖

孔雀明王法就是這麼的殊勝感應，難怪四十九天的祈

然剛直了一點，但是可以感覺到他的本意是純真善良

雨法會下來，有許多人病好了，也有許多求願的事如

的。同時，師父喜愛開玩笑，似乎會吹會蓋，但有分

願以償。

寸。

至於師父為何決定弘揚這部經，師父反問：「一
公元 1984 年，師父為了祈雨，讀誦四十九天的

年半不下雨你怎麼辦？」師父接著說明，他決定弘揚

孔雀明王經，也許大家不知道，當時誦經的地點在頂

這部經，是因為看到經文上寫：「若天旱時及雨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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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誦此經諸龍歡喜，若滯雨即晴，若亢旱必雨，令

示，只要你真正在用功，天龍八部都會知道，他們都

彼求者隨意滿足。」因為每次的法會都有應驗，所以

會隨時護持著你，附近眾生也可以得到你的利益。

明王法會與眾不同，不但令與會大眾都法喜充滿，而
且法會完，大家都一再詢問幾時還要再誦？

在見如法師風趣的談笑中，時間已經不早了，師
父在講堂上了一天的課，此時已感到疲累。最後，師
父強調修學佛法不是短時間可以融會貫通的，尤其各

念佛自許一心不亂
師父沒事時，總喜歡跑到山上，而且獨來獨往。

人業力不同，眾生常在不知不覺中造業，也在不知不
覺中受報，師父為此不禁慈悲感慨而嘆惜！

過去在他禁足三年期間，曾打了二次精進佛七，皆有
甲二、自述年譜

感應。第一次是在佛七圓滿時，突然間從床底下發出
輕細的女音說：「謝謝你！謝謝你！」雖然師父探頭

公元 1923 年

想看個究竟，但我們當然知道床底下是不會躲著一個

生於陝西省西安市。

人的。

公元1949 年

第二次是打了八天的佛七，師父自我期許的約定

⊙
由 上海到澎湖，住了總有半年，後又乘往左營的船

自己：「念佛若沒念到一心不亂，只准坐不准臥。」

隻到台南。在大陸的同事家住了數天，又到基隆。

但師父並沒有做到，有一天他睡著了，醒來時，看到

由於舊識在當地充里幹事之方便，於是報了戶藉。

前面站著一個人，看那個人的裝扮，感覺上像個修行

⊙
造 船廠考雇員，經考取管檔案，閱半載開始學佛，

人，那人沒說話，只是用手指著師父的腳。師父會意

天天跑廟。

，知道他在質問自己為什麼睡著了。於是師父心裡動

公元 1960 年

了個念頭：「如果你再出現一次，我就照約定去做。

☉
於 基隆十方大覺寺求 上 靈 下 源老和尚成就出家，從

」那人隨即就消失了。師父說到這裡哈哈大笑，他表

此出家修行。沒想到，出家後比在家生活事情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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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既來之，則安之，那就學吧！首先學習早晚課

⊙在臨濟寺充監院。

誦，還要學習唱念，以後放燄口、講經、打水陸、

⊙期間曾修大悲咒水百二十日，與信眾結緣。

拜懺，一一實踐。自此以後可以說，進了佛門就開

公元 1964 年

始馬不停蹄的弘法利生。

基隆十方大覺寺傳戒，這次是坡下規矩，由 上 白 下 聖

☉
不 久，悄悄地在台北臨濟寺「中國佛教研究院」報
了名。

、 上 續 下 祥長老等提倡，佛光山心平法師是當期的戒
子。戒期中有水陸大齋一堂，我充引禮兼維那。

公元 1961 年

公元 1968 年

⊙
在 中國佛教研究院就讀期間，到基隆海會寺受三壇

基隆十方大覺寺傳戒，這次是華山規矩，戒壇正訓是

大戒，戒和尚 上 道 下 源長老，大師父是 上 白 下 聖長老

上

。戒期間遇到歷年來少見的超級大颱風－－貝蒂，

齋一堂，我充引禮兼維那。

有驚無險的完成受戒。法鼓山退居聖嚴博士比丘，

公元 1969 年

及現任澳洲淨宗佛學院院長—淨空教授比丘，都是

基隆海會寺傳戒，充引禮師，聖嚴博士比丘是戒壇書

同戒。尤其和後者有緣，當時我們自許為西方彌陀

記師。佛光山心定法師是當期戒子。

使者，後來卻分道揚鑣，他去台中親近李炳南老師

公元 1973 年

專門學教。由於他的引薦，幸運地也做過幾天師兄

⊙
法 雲寺台中佛教會館依華山規矩傳戒，充引禮師兼

弟。
公元 1962 年
⊙在基隆十方大覺寺充監院。

隆 下 泉長老，副訓是 上 戒 下 德長老，戒期中有水陸大

維那。
⊙
九 月，香港荃灣東林念佛堂住持 上 妙 下 境長老聘請
我任維那師三年。

⊙自此曾演揚瑜珈燄口施食百台與信眾先亡結緣。

公元 1975 年

公元 1963 年

樹林吉祥寺傳戒，充引禮師，今能法師是當期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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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976 年

菩薩現一隻鳥給他看，次日將此夢境告訴師父，師查

⊙
到 香港，在西方寺辦的菩提佛學院充訓導主任， 上

大藏經中密部，見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能治百病

顯 下明長老任院長， 上永 下惺長老充總務， 上超 下塵長

，經誦持後即病癒。後便於參訪大陸名剎時，自福建

老充教務。

鼓山寺請來明版大字摺疊本，曾影印流通多次。賢頓

⊙
在 港期間曾於藍地妙法寺傳一堂三壇大戒，戒和尚
上

洗 下 塵， 上 顯 下 明長老充竭磨兼開堂，戒期間有水

陸大齋一堂，我充戒壇陪堂兼水陸正表。

老和尚實為提倡讀誦孔雀明王經之第一人。
但因經中咒語多又長，生字也多，吾人深感本經
現感現應殊勝異常，應戮力弘揚，利益娑婆世界更多

）
公元 1978 年

苦難的眾生。遂重新排版校對，並採用長短音的讀法

⊙
自 香港赴西安省親，見到老哥老姊都是七老八十的

，把經中引、合音分別改用符號。莊錫慶教授發大心

人，上輩的人都看不到了。回台北曾住十普寺。

將咒文用國語、日文、羅馬分別注音，以利讀誦。前

⊙
中 國內學院院長 上慧 下嶽法師邀請我去充訓導主任。

後歷經十餘年，才有所謂的「開成版」問世流通。

⊙
苗 栗慈光寺住持慧寬尼師，曾於公元 1974 年四月

公元 1980 年

間，因病影響腦神經，賢頓老法師為彼修孔雀法而
癒。是時賢頓老法師因公車禍受傷，慧寬尼師說：
「孔雀明王經是我的救命經，賢頓老和尚是我的救
命恩人。為報師恩，要誦孔雀明王經回向恩師。」

⊙
於 平溪十分瀑布，為吳聰明居士誦四十九天明王經
，得到相當的感應。
⊙
四 月，中華佛教文化館聘請我為三學研修院佛學講
座教授師。

但因孔雀明王經很難，會誦的人不太多，悲廣法師

⊙九月，海明寺傳菩薩戒，充指導委員。

請我去替牌，此為第一次恭誦此經因緣。

⊙
十 月，靈山佛學研究所所長淨行法師，聘請我為該

按：原來，本經為賢頓老和尚在公元 1941 年時，一
位住在更寮的信徒，因膿瘡三年不癒，一日夜間夢見

研究所教授。
公元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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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臘 月前往印度朝聖，還傳了一堂戒。到了鹿野苑休

⊙宜蘭福嚴寺依華山規矩傳三壇大戒，充正訓。

息，同行的國寶級 上 默 下 如老和尚突然冷得全身抖

⊙
於 羅東白蓮寺弘揚華嚴字母的因緣，認識道清尼師

擻，我為他老人家大喊「南無麻訶麻瑜利佛母明王

。她是宜蘭開成寺開山元老妙月尼師之高足，現任

」聖號，全廟的人都聽到了，但他們都不知道發生

羅東慈惠寺住持。她聽到華嚴字母的莊嚴殊勝，就

了什麼事。約三分鐘後，老和尚安靜下來，拉起蚊

問我的道場在那裡？我說：「人在那裡，道場就在

帳睡了一覺，晚上燄口施食，他老人家司鼓，就這

那裡。」因為這段話，她帶我到礁溪鄉開成寺，問

樣沒事了。（默老已於 1991 年五月十日往生，臨

我認為這個地方怎麼樣，意思就是希望我能接下開

終前大喊：「我打勝了！」）這位老人「唯識第一

成寺。

」，鄉音特重，開示後學從不三隅反。

公元1984 年

公元 1985 年

☉
是 年夏，由道清尼師手中接下開成寺。我本無意發

於台北市慈航講堂教華嚴字母，這是佛教法輪雜誌社

心蓋廟建寺，然而卻從空蕩蕩的一片，蓋成了現前

張羅的。

眾皆歡悅的莊嚴道場，其設計是出自台北臨濟寺住

公元 1986 年

持 上 明 下 田長老之手。建設時期，星月師發心幫忙

⊙
賢 頓老和尚往生。四眾弟子以讀誦《佛母大孔雀明

而落髮圓具。
☉
同 年六月，台北華嚴講堂修孔雀法四十九日祈雨。

王經》為其圓滿往生佛事。
⊙
為 慶祝台灣光復四十週年暨先總統蔣公百歲誕辰，

一年六個月的旱象，閱六日解除。六三大雨，中和

各寺院分別啟建護國息災大法會的有：

市成災，許兆麟居士亦修孔雀法止雨。台北市、中

˙元旦於台北佛教法輪講堂修孔雀法七日。

和市相隔一條河，祈雨、止雨同時成就。

˙六月二十三日於苗栗靈天禪寺修孔雀法七日。

⊙七月於屏東東山禪寺修孔雀法護國息災。

˙七月於台中慈善寺修孔雀法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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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月慶祝第七任總統就職，於台北華嚴講堂修孔雀
法護國息災。

⊙
十 二月二十六日起，於中和金山禪寺傳法教學五日

⊙
七 月，台灣中南部久旱不雨，曾以一位徘徊於鬼門

。三十一日至跨年元月六日恭誦孔雀明王經，慶祝

關前的年輕太太名義，於埔里玉佛寺修孔雀法祈雨

七十六年開國護國息災法會七日。

，結果不但旱象解除，還保全了她的小命。

公元 1987 年

⊙九月台中慈善寺打一堂水陸。

⊙
元 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於中壢圓光佛學院教學傳

公元 1989 年

法五天，兩天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護國息災

⊙元月十七至二十二日，埔里圓通寺修孔雀法七日。

法會，與會四眾同學近百人。

☉三月，於蘇澳南光寺祈雨。

⊙三月於慈普寺教唱華嚴字母。

⊙四月於佛教法輪講堂修孔雀法。

⊙
四 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於台北市佛教法輪講堂修孔

⊙四月底於高雄妙通寺打一堂水陸。

雀法七日護國息災。
⊙
五 月一日至十二日於羅東慈惠寺舉辦孔雀明王護國
息災法會，前五天傳法教學，後七天讀誦祈願。這
堂佛事有報恩的含意。
⊙
五 月為恭祝總統副總統就職三週年，於台北市聖靈
寺修孔雀法護國息災。

⊙
是 年夏，台北靈山講堂十週年慶，修孔雀法護國息
災。
⊙
八 月底，於桃園大園鄉淨蓮寺舉辦孔雀法灌頂教學
七日。
⊙十月埔里玉佛寺打一堂水陸。
☉
十 二月四日，華盛頓美聯社電，美國國家海岸暨大

公元 1988 年

氣總署，今天報導地球臭氧層破洞，已於今年補合

⊙
三 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於台北市聖靈寺修孔雀法

。孔雀法每修皆求臭氧層復原，今果復原。

三天護國息災。

公元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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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月、四月，各於台北市佛教法輪講堂修孔雀法七
日護國息災。
☉
九 月八日，台灣大甲豪雨成災，於宜蘭開成寺修孔
雀法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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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992 年
⊙
蘇 澳南光寺當家日德法師蒞寺，謂台北真光禪寺住
持常通法師，帶人四處覓地辦佛學院。憑這話，我
就拜託日德法師請常通法師來接開成寺，俾人盡其

☉
九 月，衛星雲圖顯示有三個颱風，呈一字形東西排

才、地盡其利。常通法師於是年接手，後又於左右

列，分別是傑魯得、芙瑞達、郝麗，尤其傑魯得最

廂房，伸出各約九十餘坪，開成寺全部建築規模俱

接近本省，可能造成災害，結果倖免於難。

焉。

公元 1991 年

⊙七月，應檳城各地區佛教會邀請，主持孝親法會。

☉
四 月中在埔里玉佛寺為中南部祈雨，美國來的大法

⊙中秋期間，於雙溪大觀寺主持孔雀明王法會。

師－－ 上 妙 下 境長老也參加一天，翌日因事赴屏東，

⊙十一月，員林各界共修孔雀法三日護國息災。

返來說：這祈雨真靈，南下一路都下很大的雨。

公元 1994 年

☉
應 馬來西亞八打靈天后宮青年弘法團之禮請，於十
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假馬六甲佛教居士林，修
孔雀法三天，圓滿日午齋後濃雲密佈，雷聲大作，
滂沱大雨下個不停，一年半的乾旱解除，眾皆歡呼
，歎未曾有！
☉
據 中央地震測報中心云，本年有感及無感地震共

☉
元 月，於本省桃園印心寺修孔雀法，為中南地區祈
雨。
☉
五 月四日起於台北縣雙溪大觀寺修孔雀法廿一天，
祈雨順風調。
☉
七 月出版「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簡介」，初版一萬冊
，由大乘精舍印經會承印。

二千三百多次，是歷史絕無僅有的紀錄。每年修孔

公元 1997 年

雀法祈求「地震颱風倖勿侵損」很有成效，化解了

⊙
安 居期間於本寺講楞嚴經時，今能法師從馬來西亞

一次週期性的大地震。

沙 朥 越佛教會急電，邀我辦手續前去修孔雀法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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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剎琦病疫（即腸病毒）。六月二十六日開壇，至

加僧俗逾二千眾。當時雖有意繼續讀誦，礙於場地

第四日感應立現，制止流行，住院病童 2280 人中

租約，大家都覺遺憾，但各人虔誦孔雀經百部千部

1951 人出院，殞亡人數未增加。沙 朥 越佛教會主

的信眾遍布全省，形成一股安定民心的力量。

席拿督鄭正金，及中華佛教僧伽會秘書長今能法師

公元 2000 年

特致感謝函。

於花蓮妙觀寺弘揚孔雀法。

⊙
返 台不久，也是腸病毒流行，先於南投慈蓮寺修孔
雀法消滅疫情。

公元 2002 年
⊙
四 月赴長安，二十六日參加長安斗門石佛寺，大殿

公元 1999 年

落成暨孔雀明王尊像開光大典。全國各佛教道場都

⊙
七 月初於汐止秀峰國中舉辦孔雀明王大法會三日，

派代表慶賀，約萬餘眾，熱鬧空前，寺內外都擠得

祈求腸病毒疫情解除。後佛教界為各地發起了全民

水洩不通，還有三天由戲曲研究院派出演員表演秦

念佛四十九天，中間有十四天讀誦《佛母大孔雀明

腔三台湊興。法會開始前由佛教省縣市級代表致賀

王經》，有一女眾啞巴，竟奇蹟地會念阿彌陀佛。

詞。第一位是當地政協領導，有倖第二位法會安排

☉
九 月九日出版「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感應紀實」

邀我和鄉親見面說話，熱烈鼓掌，歡聲雷動，下來

，恭印一萬冊。
☉
是 年發生駭人聽聞的集集九二一大地震，震後由孔

看見一向嚴肅的村領導開顏微笑說：「師父講話還
不帶草稿！」外甥媳婦也連聲誇讚師父講得好！

雀法弘揚協會支援，大觀寺、妙覺寺、松山講堂、

⊙
自 西安返台第二天，因病住振興醫院約半個月出院

清華寺、淨覺寺、開成寺、慈光寺等共同主辦「全

，在陽明山佛教法輪寺調養，之後雖健康不佳，仍

國同胞關懷台灣九二一大地震，讀誦《佛母大孔雀

勉力奮起繼續弘法。

明王經》，護國息災祈福吉祥大法會」，於九月

⊙再訪大陸，於終南山大佛寺三天演說。

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假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行，參

⊙
參 觀佛教村莊，該村建設專供佛教徒眾修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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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是不用化緣，不接受供養，有自力更生能力。

六月間赴西安，於斗門石佛寺孔雀法公開灌頂時，縣

⊙
交 通銀行的行長請吃齋，遺憾的我只能捨命陪君子

佛協介紹一位年輕道士聞法，閱七日圓滿，每日孔雀

用一點點，因胃潰瘍故。
⊙
訪 問扶風法門寺地宮，唐代佛教文物多種，證明唐

明王殿坐無虛席！有一位退役年輕為國爭榮譽的田徑
選手最突出，據聞今已出家修行。

密並無失傳。並訪問扶風中國佛教學院，副院長接

公元 2006 年

待，院中學員也有二十餘眾歡喜孔雀法。

⊙
約 五、六月間，於西安市東關网極寺弘法三天，因

⊙
參 加長安縣境內道安寺復建法會。因此憶當年在台
灣聽經，有關「四海習鑿齒」及「彌天釋道安」之
美談。
⊙
訪 觀音寺，佔地不算小，中有大殿，後有百菓百年

法本沒送過來，講演及稱揚聖號，信眾中也有水平
不凡的。
⊙
西 安市城東南郊區青龍寺祖廟主持灌頂法會－－不
忘祖恩。

樹齡，地下有清泉流出終年不竭，緊靠後山奇峰，

⊙
大 雁塔大興善寺也是唐密祖廟，省佛協於此辦公，

風水絕佳，右邊有女眾寮房及一長排宿舍，看樣子

就便往訪會長，倖蒙親自接待參觀。地界內除大殿

不知何年才能完工。小住二日後再往終南山丰峪口

、文殊殿、普賢殿、祖師殿，尚有高級賓館、醫院

訪觀音禪寺。

等設施。

公元 2003 年
四月初於台東鹿野弘揚孔雀法。
公元 2004 年
三月十二至十五日，板橋體育館舉辦「佛母大孔雀明
王消災祈福法會」三日。
）
公元 2005 年

⊙
七 月，應印尼大叢山西禪寺住持 上 慧 下 雄法師邀請
，為國祈福消災修孔雀法三天。
⊙
八 月往漢中密嚴寺，他們是心中心祖庭，加上孔雀
法的灌頂，住持法師甚為歡悅。
⊙
九 月十三至十九日，於蘭州玉佛寺修孔雀法祈雨，
法會第二天及第六天普降大雨，甘肅省旱象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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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說若有驢嘴不對馬頭，祇怪六根暗鈍，漏

居士發心讀誦，甚至組織團體自費到各處教學。

掉者在所難免。比方在西安弘法時，交通大學博士班

⊙
十 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台灣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辦「

教授介紹一位法王吉美多吉，要求孔雀法灌頂，跟在

佛母大孔雀明王消災祈福法會」三日。

後面許多年輕信眾不是參學就是湊熱鬧；反觀台北信

⊙
十 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於新加坡法華禪寺主持

眾對這概念就輕薄些！顯教大善知識卻把這佛立的規

為期三天的孔雀明王護國息災灌頂大法會，並於

矩提倡起來，尤其傳授戒法的大德們，依法不依人地

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莊嚴隆重的傳法儀式，由該寺

把古德的風範傳承到今時，啟建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

住持 上真 下定大法師正式接法。

齋勝會道場，及演揚燄口施食的佛事也不例外，實在

公元 2007 年
⊙
九 月二十九至十月一日，於香港極樂寺傳法灌頂教
學三日，四眾弟子參加踴躍，盛況空前。

值得讚歎！
孔雀法表面上看，規矩都在上卷的啟請法暨儀軌
中，其設計規劃非常嚴謹圓滿異於他經。在《孔雀經

公元 2008 年

音義》裡說：「五常十善，則愚童凡夫醍醐。六行四

⊙
二 月四日彰化金甯山寺大殿落成，百歲 上 戒 下 德長

禪，又嬰童無畏之甘露。二百五十之戒，四念八背之

老、 上 廣 下 慈長老與我，分別為本師釋迦世尊、地

觀，十二因緣，十二頭陀，遮人我而證三昧，帶法執

藏王菩薩及孔雀佛母本尊開光。

而得涅槃，斯乃聲聞之教藥，緣覺之除病。無緣起悲

⊙
四 月七日至十三日，彰化金甯山寺孔雀法灌頂教學

，幻炎觀識，六度為得四攝作事，三祇積功，四智得

，與會出家眾四十餘，比照傳戒儀式建壇傳法，隆

果，斯乃法相大乘之方。法捨無我而得自在，觀不生

重莊嚴。

而覺心性。揮八不以斷八迷，擲五句以拂五邊。四種

⊙
四 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板橋市立體育館舉辦「佛
母大孔雀明王消災祈福法會」三日。

言語道斷而無為，九種心量足絕而寂靜。是則三論嘉
祥之妙術，觀自心於妙蓮，喻鏡智於照潤。三諦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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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即表位，是則天台法華三昧之針支。復喻法界於
帝網，觀心佛於金水。六相十玄織其教義，五教四車
簡其淺深。初發成正覺，三生證佛果，斯乃華嚴一乘

作者‧譯人

之佛果。如是妙法，並皆契其機根，不思議妙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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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佛念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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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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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便佛報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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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8年4月彰化金甯山寺傳法灌頂，老和尚右側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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