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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圣的萨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萨迦·赤津）于 2013 年 8 月应新加

坡萨迦中心之请求，赐予此有关“普明大日如来仪轨”的开示。此仪

轨源自《灭恶趣本续》（净化一切厄运续）。释迦牟尼佛教导此密续，

旨在救度一位投生于地狱道的众生。普明大日如来——普明遍觉大日

如来（藏：衮日·南拔·囊泽·千波；直译：遍觉·如来·明亮·能作·大），是

此密续和本修习的主要本尊。为了利益无量众生，每年印度萨迦中心

和其他寺院都会举行大日如来法会。

“萨迦传承”于 2020 年笔录、编辑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萨

迦传承”翻译小组把此文翻译成中文。我们感谢直接或间接参与此开

示整理或编辑的每一位，这些参与和努力，使更多人得以与此至为珍

贵的开示结上缘分，并能获得暂时与终极的利益。

以此功德，愿尊圣的萨迦·赤千法王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法轮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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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明大日如来仪轨

引言

无论你是否为信仰者或佛教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脱离

痛苦、得到幸福 [1]。在追求幸福中，每个人都在作出许多努力并

追求诸多事物——一个接着一个。为了“幸福”，我们在上个

世纪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诸如科技领域。这一进步当然带来了

许多利益，尤其在医药领域。许多以前不可能治愈的疾病，如

今都能容易地治愈；再者，过去很多我们不能抵达的地方，而

今都能轻而易举地到达。同样，我们在交通、通讯方面的进步

使很多人受益。可是，显然地我们无法仅仅通过外在的物质进

步寻获真正长久的幸福。

没有内在精神的进步，我们无法寻获真正的幸福。尽管外

在的物质进步有许多助益，它可以造成极大的分心和痛苦。因此，

重要的是：外在物质进步的同时，要使内在精神（也相应地）进

步，这样我们才能寻获真正的平静与幸福。内在精神的进步意

味着遵循佛陀教导的佛法之道。作为佛教徒，我们依循佛道的

主要缘由就是为了证得究竟证悟。

佛陀曾说：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具有佛性。这意味着每

一个有情众生都可以成为圆满证悟的佛——倘若值遇并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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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方法。如此，佛陀是第一个真正认识到“人人平等”之人。

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财富、种族，还是性别，每一位（有情众生）

都具有同样的佛性。所有众生，包括动物在内，皆有此同样的

成佛潜能。因此，践行佛法如此重要。

佛陀已赐予许多不同层次的教法，但最超胜的是金刚乘教

法。在一般被称为“波罗蜜多乘”的大乘道中，即使是那些拥有

非凡智慧、超群勤奋的践行者尚需三大阿僧祇劫 [2]，方可达成圆

满证悟。可是，在金刚乘中，尤其是最高阶的密续 [3] 里，较卓

越者能在一生以内获得证悟，这是极为迅速的；那些中等的践行

者，也将会在临终时，或者在中阴界获得证悟——这是介于死亡

和再生之间的中间状态；那些再次一些的践行者，在领受灌顶之

后，若没有造下堕罪，可在七世之内将获得证悟；而那些再其次

的践行者，在获得了灌顶之后守戒，也能在十六世以内获得证悟。

每种金刚乘践行者之道就是这样比三大阿僧祇劫短暂得多。

在金刚乘中，修持大仪轨 [4] 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些仪轨是重

要的践行。尽管此大日如来仪轨不是源自最高的密续，是源自于

《灭恶趣本续》（净化一切厄运续），但在四个密续类别中，该

密续是包含在第三（即：第二最高）密续 [5] 里。

大多数人都害怕，在他们的下一世，他们可能堕入地狱道、

饿鬼道、畜生道等恶道中，那里有难以想象的痛苦。因此，亟需

拯救有情众生使他们免堕恶道。大日如来仪轨尤以其救度生者和

死者免于厄运的力量而闻名。当我们死时，无论我们多么有权有

势，多么富裕，抑或多么聪慧，这些全都没什么能帮得了我们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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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把一切留下——我们的所爱，我们的财产，

甚至我们的身体。神识不得不独自前往未知的目的地。由于死

亡那个时刻是如此具决定性，故精神助力极其必要。

现在，我将解释大日如来仪轨的历史，以更好地了解其紧

迫性和重要性。

注释：

[1] “happiness”这个词实际包含了很多意项，比如：幸福（一种状

态）、幸福感（一种感受或评价）、快乐（一种感受或心态）……这

里为了方便读者，简单译为“幸福”，请读者依据原文自己去体会和

把握它的准确涵义。

[2] 阿僧祇（梵语：asāṃkhya），或译为“无数”，意为“不可计数

的”“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是一个佛教数量单位。阿僧祇劫即

指“无数劫” 。劫（梵：kalpa; 英：eon）是婆罗门教及佛教宇宙观

术语，意思是一段对人类来说极长的时间。劫共分为大、中、小三劫。

三大阿僧祇劫，意指以大乘方式践行，从菩萨道到成佛所需的时间。

一共有五十菩萨阶位（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首

四十阶位历时一大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历时另一大阿僧祇劫，从

八地到十地（即：佛果位）历时一大阿僧祇劫，故为三大阿僧祇劫。

世尊释迦牟尼佛经历了三大阿僧祇劫转贪、嗔、痴等三烦恼为三解脱

而圆满佛果位。

[3] 密续，即密宗的经典，通过法脉相传，无间断地从普贤王或金刚总

持一直到此密法的金刚上师。

[4] “ritual”直译是“仪式”。佛教仪式一般意指法会。和密法有关联的，

则一般被译为“仪轨”。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编者酌情译为：法会、

仪式或仪轨。

[5] 文中的第三密续，意指瑜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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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如来仪轨的历史和其目的

多劫以前，有一位邪恶的王子，他有着非常错误的观点。为

了篡夺王位，成为国王，他弑杀了自己的父亲，而此举导致了他

母亲悲恸至极而死。因此，他对双亲的死亡负有责任。成为国王

后的一天，他在森林中行走时，在那里他看到一位阿罗汉。由于

缺乏食物、遭受野生动物袭击，以及暴露在日晒雨淋和风袭中，

这位阿罗汉似乎在受苦。

国王问阿罗汉为何他要让自己遭受此等痛苦。国王提出要让

阿罗汉进入他的宫殿，在那里他可以享受各种设施和舒适。

阿罗汉回答：

我现在虽然在受苦，很快地我将能够证得涅槃。

届时我甚至连“痛苦”这个词都再也听不到。我将唯一

享受永久持续的平静与幸福。尽管你现在贵为国王在享

受着生活，下一世你将堕入恶道之中，因为你得为你双

亲的死亡负责。届时你甚至连“幸福”这个词都听不到。

你只会经历到许多劫的巨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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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之余，国王忙问道他如何能得救。阿罗汉指示国王皈依

佛、法、僧，以便具有一些机会得救度。于是，国王皈依了三宝，

并且暂时获得了救度。（死后）不仅没有立即堕入恶道中，反而

投生到天道成为了一位天人的儿子。他的名字是诺布·尺玛美贝·沃

（珍宝·无垢·光）。但由于他的重大恶业，他英年早逝。

那时，佛陀正造访天界。帝释天请示佛陀，有关他的儿子已

生在何处、他当时的状况。佛陀于是向帝释天解释，由于其子往

昔的恶业，他已生在地狱道的最底层之中，而且很多世都将会持

续地生在其他地狱道中；然后，他将生在饿鬼道中；之后，他将

会生在旁生道中；多世之后，他将会生为人，但将会盲、聋以及

哑。他将经受无量的痛苦。

（闻后）帝释天惊愕，（当下）昏厥了。由于佛陀向帝释天

洒水的加持，帝释天随之苏醒过来了。因为佛陀具有无量的智慧、

悲心和力量，帝释天祈请佛陀赐予一方法来救度他的宝贝儿子。

佛陀特别赐予了此密续拯救有情众生，使其免于引堕恶道的

恶业。佛陀放射出很多光芒来救度众生。透过佛陀加持的力量和

此密续，使得一些本来将要受苦无数劫的人，刹那间被救度了。

因此，这位前国王再次投生于天界。国王对于佛陀的巨大力

量以及这个密续感到特别惊叹，他吟诵了一首诗，赞叹佛陀伟大

的事业——不可思议、瞬间地救度众生免于恶道。作为对佛陀慈

心的感激，他供养了自己的首饰诸如宝冠、耳环、项链等等。在

大日如来仪轨里的供品中，有象征性的宝冠等供养，这与此密续

中的典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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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密续，早期从印度被带到藏地，随后被传到萨千·贡嘎

宁波（法力高深·欢喜精髓），并且师徒相授延传至今。大日如

来法会是我们传承内主要的践行之一。虽然所有的教法其重要性

是平等的，然而这个法会已被持续性（即：无间断、无改变的传

承延续）、深入地践行了几个世纪，所以它具有特别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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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痛苦和恐惧的法会之功效

我们自身的体验告诉我们此法会是具有威力的。当人们处于

痛苦不堪和挣扎中时，尚不能确定他们能否存活下来，如果行持

此法会，并且给予他们此灌顶，那么那些能存活的人，就会快速

地恢复过来；但如果没有机会（存活），那在获受此灌顶以后的

即刻，他们会去世，而无需再进一步忍受当前的病苦。因此，我

们知道此法会具有极大的加持和威力。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生者，必将死亡。这一点毋庸置疑。没

有任何人生而不曾死或将来不会死。无关乎我们的意愿，我们终

将面对死亡。而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

刻。有两种众生将不会经历中阴：第一种是非常卓越的践行者，

透过他们的颇瓦法践行——（死亡之后）他们的神识便会直接迁

移到佛土之中；第二种，是那些有重大恶业的。他们不经过中阴，

而是死亡之后顷刻间就径直堕入恶道。除了这两个极端的案例，

大部分众生的神识在死后将会离开身体，并进入中阴。

在中阴，众生没有物质身体，因为它们没有父母。因此，一

位中阴众生只有意识性的身体（由意识产生的形体，即：意生身）。

此意生身本身没有器官，但是它依然可以听、看，以及嗅。这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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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引起了它们极大的恐惧和焦虑。没有确定性的，意生身正如

羽毛被风吹一样，业风吹到哪里，它就去到那里。因为它没有物

质身体，所以它移动得非常迅速 [6]。它能够穿越墙和山丘。此意

生身将到之处完全不确定——有时候那些地方很美，有时很可怖，

而有时令人很不快。不仅如此，同伴和食物也是不确定的。

由于中阴众生没有实在的身体，它无法吃固体的食物，却可

通过闻食物来获得某种满足。有时候（它们的）食物闻起来像甘

露，然而其他时候它闻起来犹如恶心的烧铁味。所以，食物是完

全不确定的。

因为中阴众生有极大的恐惧和焦虑，它们也没有固定的避难

所或皈依处，它们不确定可以向谁寻求帮助。有鉴于此，念头（也

随之）不确定——善念、恶念、无记念，不断地产生着。它们的

神识瞬间不断地到处走动。

中阴众生没有物质身体，所以它们的体内没有红或白菩提。

因此，没有外在的日或月，中阴众生不能够见到日或月。另外，

中阴众生没有影子、指纹或有形的印记。它们的心比我们的心微

细，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受了污染（即：不净心）的神   

通——中阴众生能读懂他人的心。为此，重要的是：对我们活着

的众生而言，对亡者生起慈悲心和善念；否则，因为中阴众生能

够读懂我们的心，我们的负面想法就会引发它们极大的痛苦、焦

虑、嗔恨——那对中阴众生是非常有害的。

中阴众生每周会经历死亡并复生。中阴众生的寿命也各异：

有些众生在中阴期间度过短暂的时间；而有的必须停留数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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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平均而言，众生在中阴阶段维持约七周或四十九天。中阴

众生在头四周有最近的前生影像或习气。第四周是转折点。随后，

影像相似于下一世（即下一世的影像多过前世的）。七周之后，

大多数中阴众生将会投生到轮回六道的任何一道之中。

中阴众生会经历七种惧怕情形。前四种是四大 [7] 的恐怖声。

当地大融入水大的时候，就会有整座山开裂的声音；当水大融入

火大的时候，会有像是整个大海可怕地震动的声音；当火大融入

风大的时候，会出现像劫末大火 [8] 的声音；当风大融入识大的时

候，就会有非常恐怖的、巨大的风声，如同劫末风暴 [9] 般。还有，

它们也会体验到三恶道中的三种恐怖悬崖。悬崖有非常细和陡斜

的刀锋，纵深千里。这些悬崖是你自己三种烦恼——贪著、愤怒

和无知 [10] 的显现。

当中阴众生有这些怖畏之时，举行诸如大日如来的法会，给

予它们极大加持并缓解它们的痛苦是重要的。概括而言，一个活

着的生命的心识，在梦境状态比醒着的时候微细七倍。而中阴众

生的意识，比活着的众生梦境状态的心识微细七倍。因为中阴众

生没有物质身体的束缚，如果它值遇正确的方法，它能够很快地

获得证悟。

9

注释：

[6] 中阴身没有什么太固定的去向，运动也非常快，如同布朗运动里的微粒。

被分子撞击的悬浮微粒做无规则运动的现象叫做布朗运动。将看起来连成

一片的液体，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其实是由许许多多分子组成的。液体分子

不停地做无规则的运动，不断地随机撞击悬浮微粒。当悬浮的微粒足够小

的时候，由于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液体分子的撞击作用是不平衡的，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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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微粒在另一个方向受到的撞击作用超强的时候，致使微粒又向其

它方向运动，这样就引起了微粒的无规则的运动，即布朗运动。

[7] 四大：地、水、火、风。

[8] 劫末大火：指坏劫时所起之火灾。世界之生灭分为成、住、坏、空四劫，

于坏劫之末必起火灾、水灾、风灾。火灾之时，天上出现七日轮，初禅天

以下全为劫火所烧。

[9] 劫末风暴：指世界坏灭时所起三灾之一。坏劫时起大风，称为僧伽多。

此风起时，第三禅天以下皆不能免。

[10] 三烦恼：贪著（佛学术语：贪）、嗔怒（佛学术语：嗔）、无知（佛

学术语：无明、痴）。这三种负面情绪是不净轮回的根源，能污染人心，

引生自他痛苦烦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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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藏文里，此类仪式被称为“强秋”或净化仪式。我们进行此

仪式去净化恶行，尤其去救度正堕入恶道的众生。如果你堕入恶

趣之中，届时那里不仅有巨大数量的痛苦，而且那种厄运的持续

时间极为漫长。因此，这个仪式对亡人尤其有帮助。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活着的人，或早或晚地，我们亦将经

历死亡。所以，当我们尚且健康或年轻的时候，非常勤勉地践行

佛法是重要的。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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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 • 赤千法王被尊为藏传佛教萨迦传承的第四十一任法主。法
王生于 1945 年，来自尊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的祖先可追溯
到西藏历史的早期。该家族在十一世纪时创立了萨迦派。年轻
时，法王从众多卓越的大师和学者处接受了高强度的佛法训练，
包括了佛教哲学、禅定修习和修法仪轨等。

普遍地，法王被认为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是许多新生代
佛法上师和行者的精神导师，并在东西方国家皆传授了萨迦派
的核心教授——道果法。法王示现出了甚深的智慧与慈悲，他
不辞辛劳地工作着，建立了（大量的）寺院、尼众院和教育机构，
并将佛陀教法带给了世界各地的无数信众。

“萨迦传承”—— 把珍贵的萨迦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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