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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稽金言肇譯，華梵始通。雖三藏已備，而詮释未周。故欲窮一經、治一論

者，非筚路褴缕，無繇造夫玄窔也。然當隋唐盛世，學術昌大。義虎法龍之輩，

壬然應化於其間，各抒四辯之智，互判一代之經，引妙抽玄，劻经赞论。於是乎

蘭菊競美，蹈厲發揚，以成夫諸宗之教義者也。穷其所據，固皆憲章龍樹，祖述

世亲，各從所习，引為宗祖。惟以學非面秉，绪靡聯嬋，顯教之所以昧乎系秩者，

職斯由歟。若夫真言密教，則匪特授受必須親承，抑亦宗支不容紊濫，若一代而

不賡，則永劫以莫续。如善無畏三藏與一行禪師，一則梯山泛海，赍法創教，一

則佐譯大經，發揮幽致。深功伟德，沾丐無窮，亦僅奉为傳持之祖，而不列於付

法传中，遑吾乎一門旁出，雜屬附庸者哉。宜乎施護、法賢诸師，所譯密典，雖

较不空為富，然犹不足以紹嫡統而延冢冑者矣。予乃今知中土密乘，一遇會昌之

厄，法脈遽爾中斬者，非謂傳譯受持之無人，實由於入壇灌頂之事業不繼焉耳。

所幸惠果和上住世之日，弘法大師應時來唐，承受兩部密璽，佩綬東歸，綿瓞彼

邦，千有餘禩。至今日而各流宗徒，醉心歐化，惰置仪文，故聖教莊嚴，僅留形

式，而遍照遗規，乃不絕如縷矣。第以法輪遞邅，往無不復，方彼土機运凋喪之

際，正吾国象罔覓珠之時。自交往順捷而後，往學既夥，來教亦頻，似應悉返舊

物，重恢祖道。顧桔雖未枳，而乳水或雜，致不善习者，或承偏袭弊，制不遵古；

或拾其绪餘，未竟一斑。其果能探骊得珠，续绝學而開來继往，弃華摭實，匯眾

流而釐古訂新，經師人師，文善說善者，今則盱衡宇內，惟吾阿闍黎持松上師一

人而已矣。

師三次渡海，五載請業，故得新古兩義，博綜於腹笥，東台二密，淹貫於胸

次。其面授口传之訣，皆自大日如來已下，祖祖相接，歷年三干，傳世五十，而

未嘗一代有隔者也。故歸國而後，梁慮铁塔正脉。及躬而匱，乃孳孳择器，庶幾

畀以心传。奈瀉瓶乏人，材難兴嘆，唯冀以著述利方來。故频年疏解经論，已達

数十萬言。今為习真言者入門方便，又复条撰事類，彙輯群言，徵法苑之典据，

詳宗趣之異同，品骘邪正，辨別真伪，審宗派之源流，溯兴替之沿革。名相繁糅，



則臚为图表，音訓淆混，則注以梵书。剖析义例，標章十門，而署曰《密教通关》。

使學者睹凡而得要，因約以知博。誠可謂三密之指掌，五智之南車，豈僅便於初

學而已哉。

竊嘗聞之，习瑜伽者，須慎於從師，明於择法。迩者白衣俗入，饱恣聲色，

妄稱得法，身繫室家，擅收徒眾，藉佛為夤缘之階，盗法为謀生之具，竟朝販一

咒，未竟暮即售之。我闻不必如是，印可出自胸懷，冠姓氏而稱闍黎，挟姬媵以

入坛场。嗚呼，正法眼藏之所以不能假白衣而传者，即因身無惭愧之衣，律无惡

名之畏，染缘易牽，戒绳難縛。况此辈既已僭竊法位，即是羼提波旬之黨，魔民

邪見之儔。坏法障道．慢佛輕僧，若非申以炯鑒，悬为厉禁，則世之惑於此輩者，

無由呼醉使醒，警夢使覺，其貽害寧有底止耶！故《密教通關》之刻，益不容須

臾緩矣。頃者校印將訖，不禁踊跃歡喜，附名師作，而一吐骨绠之喉焉。

灌頂弟子朱慶瀾超愿謹序於

真言宗祖庭長安大兴善寺



密教通关

第五十一世灌頂传法阿闍黎密林述

总叙总叙总叙总叙

今人對於佛教之总体，果能泯除宗派拘墟之見，而一探乎真言之教義者，莫

不歎其雄大崇偉，无出其右，而統攝賅含，又無與比其肩也。彼诸部小乘勿論矣，

即如横超界外之净土，其行法之简捷，可谓最宜於忍土，其化机之普润，可謂深

契於末俗。然自秘密曼荼罗觀之，但毗盧妙觀察智所現之用而已。若依密法修之，

仍屬密教之一部。若以显教行之，則如今之念佛法門，持名唱號，烏能與真言并

流而競注耶！又若教外別傳之禪宗，其圆悟之豪爽，可谓嚴肅逼人，其頓證之敏

活，可谓威棱蓋世。直指向上，如千日之射眼，單提正令，似利刃之削泥。矜誇

五葉，睥睨諸宗。而方諸祕密三摩地之网羅事理，含裹六大，洋洋乎若天潮之瀉

於銀河，赫赫焉犹眾宝之列於王宫，則回顧禪宗，不免有偏枯岑寂之感矣！至如

其他之性相角立，空有乖競者，更無由窺法界之玄都，覩金剛之心殿也。若論現

行各宗之中，其能與真言相表里者，唯華嚴足以當之。然彌勒樓閣，諸大士輩，

固彈指可入，彼退席之徒，不得其锁鑰，則扃關難剖，有不馳走怖畏，望洋興嗟

者哉！由是观之，則真言宗之方便多門，雖華嚴犹當讓之，而華嚴事事无碍之旨，

真言实为之启键之寶钥矣。雖然，癒病者為良藥，苟用之得宜，則大小性相，無

非三密妙義，施之失道，則雖总持醍醐，又焉知非外道之種，邪見之因哉！故神

醫得砒汞，可奏回生之功，庸流使參术，致罹膏肓之祸。真言法門者，如大補全

活之方，亦猶峻攻猛瀉之劑。儻如法授受，則旷劫之無明，一朝可盡，若盗法自

作，或濫予非器，則未有不速获殃諐，自禍而禍人者也。小之則自羂魔网，增長

邪見，大之則兴詖辭以诖人，逞妖術以惑世，猥渎圣教，誖戾真乘，是豈如來施

化之初意哉！今東瀛有立川之流，藏衛有阙群之黨（“立川流”，為日本密教之流

於邪見者。“阙群”，藏語為 Ohoichong，乃西藏一種特別階級之密教，以占星告

運、噴火吞刀等幻术惑人者。）皆谩言無上密宗。其所行，則以吞刀噴火、謯蛇

役屍为能。或專奉陰陽抱持之像，視赤白二渧，為理智不二之甘露，男女交遘，

为定慧雙融之金剛。使清淨聖教，一變而为魍魉之邪說；住持僧宝，一變而为破



法之魔侣。祝金石草木之灵，祠牛鬼蛇神之祟；祭日月雷雨之司，敬鳥獸魚龍之

異。遂致三宝盛行之地，耳不聞慈悲喜捨之法音，目不睹端嚴殊特之妙相，日惟

塗血漆屍，吹骨擊顙，燃羊膏而熬犬脂，咒魘怪以合丹药。阻五乘之慧路，塞三

密之悟門。以故醜詆者累及聖言，排訾者凝於真修，而猶竊闍黎之尊號，僭無上

之美名。吁！吾不知此類佛法住世，果於世奚益者哉！若曰眾生病根，即菩提本，

則安心劝戒之谓何？解脫清淨之谓何？而尚欲抹煞铁塔之規，輕抑开元之躅，以

为自得獨傳之祕者。即如持滿器之毒乳，而夸示於半器淨乳者曰：我之器盈，而

汝則半也。是寧得謂之智耶。嗚呼，暗暗長夜，多貪熒燐之光，滔滔濁流，易陷

罗刹之島。慨自三武兴厄，玄言流散，元明絕響，中土希音。而望卵求時之輩，

方欣欣然增愚而益妄，則正不知達人其何日逢也。今幸法祚再延，還珠有運。然

靈根之士，願研至道，而陞階無由，仍多躊躇於門牆，焉期轥践夫庭奥。故真言

宗启導入門之書，在今日為不可少，而亦不可緩者也。余辨虧立破，舌非廣長，

然每有以麤通真言關竅，应讀何书為问者。余輒如於浩渺烟波中，不知择何辭以

應之。於是秉笔三旬，告成斯篇，雖大海涔渧，亦唯求理之近而易見焉耳。若夫

钩深致遠，錯綜賅博，則聖典俱存。非斯篇之所能盡也。已上總叙竟。

次別明者，夫玄言萬品，愧揚攉之無能，略啟十門，庶聯彰之有绪。先標關

目，順次通解。

顯密名義第一

法门无量，宗致万差，有名同而理解全殊，义似而权实迥异，若不辨明，恐滋误

会，故以正名义居首焉。

经轨本据第二

立名定义，若无所本，则为臆造，今见枝叶既茂，本源必深，故辨名之次，出其

本据，使义象炳然。

立教差别第三

佛言因机，领解随人，历代高贤，互彰心得，以已所见，用光法施，后人依学，

事半功倍，故经轨之次，明立教之由。

安心观道第四

教为理论，不行无功，说食数宝，古有明训，故立教之次，叙观心之法，使知事



教双融，目足兼济。

悉地种类第五

行无徒修，功无枉用，况瑜伽上乘，加持神功，凡如法而行者，必如愿以偿，故

观道之次，明成就种类也。

行位断惑第六

成佛，乃修行者最后期望，成佛之本，以去障为先，因去障之多少，定阶级之浅

深。

佛果道场第七

众生欣慕佛果，然佛果究竟为何，故举佛果之胜相，引起众生羡往之心。

灌顶次第第八

行远自迩，登高自手工艺卑，循序渐进，成功心易，越位躐等，获罪反多，故佛

果之次，说进取之程序也。

法流渊源第九

一入坛场，即生佛家，当知位尊任重，护法种，报法恩，木本水源，有条不紊，

正嫡旁枝，探溯必明。

法义略诠第十

当相即道，即事而真，深秘之言，非面不宣，且法界之法无边，义亦无尽，择其

要者，晓以大纲。



第一显密名义第一显密名义第一显密名义第一显密名义

初辨显密名义者。显教、密教虽复各立显密二义，然其理解适相反也。显教

中以显了为究竟，而秘密为方便。如《大乘十法经》云：声闻成佛，是佛秘密之

教。其实声闻不成佛也。又如《摄论》四种意趣，四种秘密，皆对中下之人方便

摄受所说。以言皆畅说，理无幽隐，是为显了究竟。若其言有顾虑，理多隐晦，

是为秘密方便。天台《法华玄义》云：如来于法得自在故，在此处说顿，而在十

方说渐，或说不定。使在顿座之人，不闻十方，在十方者，不闻顿座。乃至云：

或一座嘿，而十方说，或十方嘿，而一座说，或俱嘿，或俱说，各各不相知，互

为显密。斯又以随类得解，互不相知，为秘密也。若真言宗之谈显密，则异乎是。

谓显为浅显、麤显、略显，其理则近而易了，故为方便。密为秘奥、微密、玄密，

其理幽深而难测，故为究竟。弘法大师，以说法之教主而分显密，谓凡应化释迦

如来所说之经，皆为曲顺众生之粗机，未曾开示如来自证之境，故名显教。若法

身毗卢如来所说之经，皆如来自受用身，为自受法乐故，与自内眷属，各种演说

内证三密法门，此即显教所谓果分不可说，离言之境地也。此各种境界，自法身

大士以下十地菩萨，尚非其分，况余凡夫中人乎！故称密教。又显教之经，可以

任人受持，密教之经轨，则对于末灌顶者，不许宣示，故称密教。



然随义定名，更有密宗、瑜伽宗、真言宗、金刚乘、秘密藏、持明藏、总持

藏、陀罗尼藏等各种名称，今略为解释。

言密宗者，即以三密为宗也。三密者，身、口、意三种，与心佛众生三种，

三三平等。所谓身等于口，口等于意，意等于身。又如来三密，行者三密，众生

三密，一如平等，涉入无碍。此三平等法，在凡夫人，不能明了，故称三密。今

欲实证此三平等故，依三密修行。身则结契印，如请圣众，以除身业之障；口则

诵真言，令文句了了分明，无有谬误，以净口业之罪；意则住于白净月轮，观菩

提心等，以忏意业之非。三业即净，则三密互具而心、佛、众生亦圆融矣，故曰

密宗。

言瑜伽宗者，瑜伽 yuga 译云相应。若以女声呼之，则曰瑜祗 yugi。所谓相

应者，即是观行应理之人也。然法相宗释相应有五义：一、与一切法自性相应不

违，曰境相应。二、与定慧等行相应。三、与二谛理相应。四、与菩提果相应。

五、与所化机相应。五种之中，显教多取理，密教多取行相应也。



言真言宗者，以真言为门，发心修行，故曰真言宗。以其他显教，但说所观

之理，而不说真言密印。如《般若经》虽广明一切菩萨万行法门所诠之义理，而

末说印言。今真言宗，十波罗蜜等，各有真言印相及本尊。其他四无量观等，亦

说真言印相及本尊。或云：六度等是行法，何故必有本尊形象及真言印等耶？答

《义释》云：世尊以未来众生钝根，迷于二谛，不知即俗而真，故指事言之。以

真言实义，而加持世间语言、文字。若谓出法性外，别有世间文字者，即是妄心

谬见也。又云：如来以何法加持耶？所谓如来无量劫积集修行真实谛语、四圣谛、

四念住、十力、六波罗蜜。以要言之，诸如来一切智智、福智力、智力、一切法

界加持力，而作遍一切处普门加持。又此一切功德，即同真言之相，乃法性自尔，

非造作所成。故如来万行万德，皆可开示真言教法也。云何真言教法耶？谓阿字

门等，是真言之教相。以不离解脱，现作声字，故得名真言教法也。

言金刚乘教者，以大日如来，将五智之金刚杵授与金刚萨埵而为灌顶。表示

手执金刚杵，起金刚坚固之正智，能断我法微细之障，此即密教传法之第二代祖

师， 所谓金刚手秘密主，与普贤同体异名者也。今依此法修行，故名金刚乘教

也。《金刚顶五秘密经》云：与显教修行，久经三大阿僧祇劫，然后证果。于其

中间，十进九退，或证七地，以所集福慧回向二乘道果，仍不能证无上菩提。若

依密教，则由加持威力故，于须臾顷，当证无量三昧耶，无量陀罗尼。以不思议

法，能变易俱生我法种子，应时生在佛家。若才见曼陀国罗，能生净信，则于八

识田中，种金刚种子。从此便超越二乘，现在证得初地。故知密教功能之大，成

果之速，非显教之人，可得望其项背也。

言秘密藏者，安然大师云：有四义故，名秘密藏。一、诸佛所秘，以无顿悟

之机，不入其手故。二、众生所秘，以诸趣言音，皆是真言，而自秘不知故。三、

言说隐密，以诸佛秘语，别有深义。如《大乐经》云：设害三界有情，不堕恶趣。

观音瑜伽经中，男女二根和合，能作佛事等。若如文解，则失佛旨故。四、法体

秘密，此诸佛自证菩提，非十地境故。如＜大日经疏＞云：声闻经中，以毗尼为

秘藏，不得其人不传。今如来秘奥之藏，亦不虚授非器，不同显露常教，故曰秘

密藏也。

又以受持光明之咒，能破黑闇，故曰持明藏。

言总持藏、陀罗尼藏者，陀罗尼 darani 翻总持故。总持有四：曰法、曰义、



曰咒、曰忍。持佛教法，总不忘失，曰法总持。法中之义，亦持不忘，曰义总持。

诸尊依本誓所说之咒，持之神验，降魔除障，曰咒总持。诸法实相，忍可不失，

曰忍总持。真言总持者，四种之一也。若以能持之体而言，法义二者，以念慧为

体。由念忆法，由慧了法故。咒以定为体，以定持咒不忘故。忍以无分别智为体，

即能证真如故。又总持有人法不同。约人者，佛菩萨定，能持咒术。其实佛菩萨，

有无量陀罗尼门。良以咒术传益义多，故偏论之。就法者，一法中持一切法，一

文意中持一切文意，摄藏无量功德，故名无尽藏也。又咒有五名：一陀羅尼。二

明，以佛光明中說陀羅尼故。三咒，顺中國咒禁而翻，非正义故。四密語，凡夫

二乘不知故。五真言，乃如來真實義，語無虛妄故。如诵嚂字，则火燃。诵鍐字，

则水涌。凡有语言必有真实之事相现前故。

又真言者，梵语曼荼罗 mandala 乃如来三密中之语密。凡一切声明句文，以

如来秘密加持，皆成真言。故《大疏》云：一一声字，即是入法界门。但以如来

出世之迹，始于天竺，故约梵文一途明义耳。

问：光明照眼而悟心，或寂默真言，观心得道，岂得有密教耶？答：真言有

三，一字、二声、三义。若有其一，都是真言，六尘佛事，无非密教也。



第二经軌本据第二经軌本据第二经軌本据第二经軌本据

夫天台尊《法華》而弘止教，賢首依《華严》而立玄門，嘉祥之祖乎三論，

慈恩之崇於《瑜伽》，莫不傍準圣言，展其神梧。今真言宗冠絕群說。寧独無所

依之經軌乎？故標列部門，分而述之。



經为如來親唱，故先之。軌为菩薩渐製，故次之。經之中，純密为正依，故

先之。雜密为傍依，故次之。純密中，兩部、三部等为根本，故又先之也。兩部

本无先後，但因尚理尚智之不同，而互為先後也。今先言《大日經》者，应云《摩

诃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次言《金刚頂經》者，应云《金剛頂一切如來真

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此两部大經，世稱金胎兩部。金者，金刚界，以《金

剛頂經》为依據。胎者，胎藏界，以《大日經》为依據，今兩部對辨，且分六種：

一教体，二部类，三教主，四處會，五淺深，六传來。

先明兩部經之教体者，《大日經》屬理，《金刚頂經》屬智，即一理一智为体

也。理者，眾生自心本具成佛之因也。智者，如來修生之果也。由此理智分說，

故凡與理智相关者，皆成兩部之差別，今略表如下：

两部：

《大日经》-理-本有-因-生-本觉-平等-莲花-東- -胎-色-五大

《金刚顶》-智-修生-果-佛-始觉-差別-月轮-西- -金-心-识大

理以攝持無乱为功，歸本不生为義，故因阿字本不生之理，而演为胎藏之《大

日經》。智以照破無明为功，堅利不坏為義，故因鍐字修生之智，而演为《金刚

頂經》。 字为一切音之根本，遍一切字中，猶之本覺佛种，平等遍一切眾生心

中也。 字为言說不可得之義，猶之始觉實相之智，雖差別無量，然唯證方知，

离於言說也。眾生心中，本具不生之理，如蓮花之因中有果也。次第修證，分分

圆滿，如月輪之由虧而盈也。東為發生之方，萬物因之萌動，故喻胎藏。西為到

達之方，萬物以之成熟，故喻金剛。五大之色。周遍而平等，故以之配胎藏之理。

識大之心，差別而照了，故以之合金刚之智。總之，胎为理具之佛種，如月隐雲

中，玉蘊石内，嬰兒之在胞中。金刚為顯得之智果，如澄空秋月，晶瑩片玉，孺

子之在襁内。明乎此則兩部之差別思过半矣。

次明兩部之部類者，先言《大日經》，有三本不同。

《大日经》：

一、法爾恒常本--乃諸佛法曼荼羅，非凡夫所能受持。

二、分流廣本--乃龍猛所誦傳之十萬頌也。

三、略本--乃現传博之三千五百頌，七卷三十六品也。



第一法尔恒常者。法，即萬有諸法之總稱。尔者，当体即是，非新作也。萬

有諸法，無一不當体，即是此經之法門。此法非由彿始發現，亦非任何人發現，

乃從古如是，盡未來亦如足，不變不易之真理，故曰恒常也。唯諸佛亲自證得此

理，始能宣示，故非凡夫境界堪能受持也。故曰此法非如來作，亦非其餘人作，

亦不隨喜也。第二分流廣本者。其文以三十二字為一頌，共十萬頌，亦非常人所

堪。第三略本者。唐無畏三藏所譯者也。雖止三千餘頌七軸之文，然總持文言，

一字中含無邊義，一點內納河沙理，與法爾之經無少異也。《金刚頂經》亦有三

本。

《金刚顶经》：

一、广本--有無量頌，大聖境界，唯在鐵塔，世間所無。

二、中本--有十萬颂、三百卷、十八会。金刚智來中国時，在海中所失者也。

三、略本--有四千頌，即十八會中初会中文也。

廣本者，夫道之本，無始無終，教之源，無造無作，亘三世而不變，遍六塵

而常恒也。中本者，金刚智從龍智所學，將欲传來中国，而以海風漂沒。中途失

去。其略本者，即金剛智所譯之《略出輕》四卷及不空所譯之《教王經》三卷，

是正依也。不空三藏，臨終陳情表云：不空今者年过中壽，未為夭逝。但以往時

越南海、遊五天，尋其未解，得《金刚顶》十萬頌及諸部真言。冀總翻譯，少答

国恩，何夙愿之未終，忽生涯之已盡，此不空之所以为恨也。其他尚有宋施护法

師所譯三十卷《教王經》等，皆此經之部類，今表出之，俾知所考焉。

金刚顶部类：

唐善无畏译 《金剛顶一百八尊法身契印》一卷

唐金刚智译 《金刚顶三摩地法》一卷

《金剛顶瑜伽略出念诵经》四卷

《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衹輕》二卷

唐不空译 《金刚顶瑜伽十八會指歸》一卷

《金刚顶大乐不空理趣经》一卷

《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門》一卷

《金刚顶三十七尊心要》一卷



《金刚顶三十七尊出生义》一卷

《金刚顶莲花部心轨》一卷

《金刚顶教王经》二卷

《三十七尊礼》一卷

宋法护译 《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经》五卷

唐般若译 《诸佛境界摄真实经》三卷

宋施护译 《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六卷

《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四卷

《佛说一切如来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第十五会经）

《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大教王经》三十卷（初会全经）

宋法贤译 《佛说瑜伽大教王经》五卷（第六会经）

次言兩部之教主者。《大日經》之教主，為自性法身，乃本有本覺之大日如

來，又云理法身。《金剛頂經》，乃自受用智身，为修生顯得之大日如來，亦名智

法身。故《大日經》云：一時薄伽梵住如來加持廣大金刚法界宮。《疏解》云：

薄伽梵者，即毗卢遮那本地法身也。而《瑜衹經》則云：一時薄伽梵，金剛界遍

照如來，以五智所成四種法身。故兩部《大日》，密號雖同名遍照金刚，而一住

八葉蓮花之中臺，所以顯理；一住五大月轮之中央，表智。今表如下：

两部《大日》：

金-种子 -三形，五月古。-尊形、五智冠、垂发。色如白鹅，住智拳印。

胎-种子 -三形，塔。-尊形、戴发吉，如冠形。身金色，住法界定印。

次言说經之處所及會數者。《大日經》在色界頂，摩醯首羅天廣大金剛法界

宮，一會所說。《金剛頂》在天上人間，共十四處、十八會說。

第一會，名一切如來真實攝教王會。有四大品：一金剛界品、二降三世品、三遍

調伏品、四一切義成就品。

第二會，名一切秘密瑜伽會。於色究竟天說。亦有四品，廣說微細實相理等。

第三會，名一切教集瑜伽會。於法界宮殿，說大曼荼羅五部。一一部中，五曼荼

羅等。



第四會，名降三世金剛瑜伽。于須彌頂，說金剛藏等八大菩薩、一一尊，各四種

曼荼羅。

第五會，名世出世間金剛瑜伽。于波羅奈國空界中，略說五佛曼荼羅及諸菩薩，

外金剛部曼荼羅，一一具四種也。

第六會，名大樂不空三昧耶真實瑜伽會。于他化自在天說般若理趣。

第七會，名普賢瑜伽會。于普賢宮殿中說修行人，無時無方，不依世間禁戒，以

菩提心爲先，無爲戒爲本等。

第八會，名勝初瑜伽會。說普賢乃至外金剛部各各四種曼荼羅及分別儀則，說處

同前。

第九會，名一切佛集會孥吉尼戒網瑜伽會。於真言宮殿說立自身爲本尊瑜伽、訶

身外主、形象瑜伽者等。

第十會，名大三昧耶瑜伽會。于法界宮說普賢乃至金剛拳等十六大菩薩，各各四

種曼荼羅等。

十一會，名大乘現證瑜伽會。于阿迦尼叱天說大日及金剛毗首羯磨菩薩、八大供

養、四攝出生等。

十二會，名三昧耶最勝瑜伽會。於空界菩提場說阿字門，通達染淨、有爲無爲無

礙等。

十三會，名大三昧耶真實瑜伽。于金剛界道場說金剛薩埵受十方佛請已，說普賢

十七字真言等。

十四會，名如來三昧耶真實瑜伽。廣說五部互融，如來部即金剛，蓮花部即寶部，

互相涉入等。

十五會，名秘密集會瑜伽。於秘密處說加持粗染語文，方便引入佛道，成大利益，

與清淨語，同無形相等。

十六會，名無二平等瑜伽。于法界宮說生死涅槃，世出世，自他平等無二，同真

如法界，成一切佛身等。

十七會，名如虛空瑜伽。住實際宮殿說修行者與一一尊相應，皆量同虛空，法身

相應等。

十八會，名金剛寶冠瑜伽。於第四靜慮天說月輪列真言字，周而復始，不假持珠

遍數以爲劑限等。



有人云：《大日經》即《金刚頂》十八會中第十六會所說。以彼會名無二平

等瑜伽，於法界宮說生死涅槃无二。與此經住法界宮，演說身語意平等句法門相

同也。因此經传譯不全，處會難明。况兩經法爾恒常，一說一切說，法門會處，

寧不相通？是說亦有理，但所顯既理智各殊，不妨各为一部也。

第五明兩部經之淺深者。有四義：一、《金刚頂經》屬果，故深；《大日經》

属因，故淺。二、《金刚頂》屬智，智為能入之門，故淺；《大日經》属理，理为

所入之境，故深。又《大日》之因，微密難见，故深；《金剛》之果，顯現易知，

故淺。三、两部不離。故無淺深。以理智總體，不可離也。四、兩部互攝。故無

淺深。又兩部各有淺深，《金刚頂》深者，三十七尊，皆從大日三摩智流出，為

佛部之曼荼羅也。淺者，乃本有金剛智法身，更住東方阿閦三摩地，成修生金剛

部曼荼羅也。《大日經》深者，如秘密品所說之曼荼羅，為本地理境界，是佛部

曼荼羅。淺者，如具缘品所說之曼荼羅，乃本地大日理法身。更住西方阿彌陀三

摩地，所現加持境界，為莲花部也。

第六論兩部大經传出之史蹟者。弘法大師云：大日如來將兩部大法傳與金剛

薩埵。金剛薩埵藏之南天铁塔中。入定守護，待器而傳。八百年后，始遇龍猛而

傳之。故二經皆龍猛菩薩於南天鐵塔所誦出者也。不空法師《表制集》云：不空

遇龍智阿闍黎時，肘行膝步，從而問津，尋即授以十八會、十萬頌《金剛頂經》

并《大毗盧大悲胎藏十萬頌經》，佥以为得其所传矣。其《金刚頂》广本，有無

量頌，經夾廣長如牀，厚四五尺，與《大日經》同为金剛萨埵藏在南天塔中。昔

龍樹菩薩發愿入此塔，如來在空中授以五字真言，遂入其塔。入已，而塔門尋閉，

乃經多日，读二經广本各一遍，記持不忘，各择精要十萬頌，傳之世間。唐朝開

元初，金剛智泛海東來，行至南洋，偶遇飓風，時舟中载有《金刚顶》十萬頌經，

遂掷海中。唯存略本，授與不空，即今《略出經》也。金剛智臨終嘱不空云：汝

欲見《金刚頂》十萬偈者，可往西國，乞龍智阿闍黎，必當傳授。故不空重取《教

王經》來，但仍末全譯，唯譯出初會四大品中，金剛界大品內大曼荼羅廣大儀軌

分一节而已。至於宋施护法師所譯之三十卷《教王經》，則为初会全經。只以其

時密教已衰，故未曾發揮光大也。其《大日經》，由龍猛菩萨传於龍智，龍智授

于善无畏與金刚智二人。其後金刚智赍《金刚頂》，無畏赍《大日經》，於唐朝开

元中同來中国。然海雲《付法传》謂《大日經》由大日如來付金刚手，金刚手传



於中印度那蘭陀寺達磨掬多，掬多付與无畏，無畏來唐與金刚智互为師资，兩部

互授。又東宮學士崔牧序此經云：昔北天竺有一小国名勃噜羅，都城之北有石山，

壁悬萬丈，其山半腹有窟，藏秘法焉。每年七月，眾聖集會，更有數千猿猴捧經

出曬，此處人不能昇，唯於晴朗時，狒狒见之，如雲雁然。其時暴風吹一梵夾，

樵者得之，捧獻於王。及暮猿來索經，王許三日，分眾缮寫而後还之。王唯太子

相傳，不流於外。会有無畏三藏，得王信奉，欣而传之。此則更近乎俗人臆造，

不可为信。即掬多之說，吾亦疑之。竊以兩部一系相承。近乎旨矣。又有人云：

達磨掬多即龍智之別號。何以知之？以《弘法大師請來錄》云：龍智八百不老。

又《貞元新定釋教錄》云：龍樹弟子名龍智，年七百餘，今猶在南天竺国。而《无

畏別传》云：達磨掬多，掌定門之祕鑰，佩如來之密印，颜如三十。而壽已八百

年也。此亦有理。然南天铁塔，有人辄疑，天竺并无此塔，將何为據以去其疑？

蓋此塔是金刚智口说，雖不見文籍，當亦可信。况法身舍利，不可作人間勝跡想。

當如《法華壽量品》，佛常在灵山，劫火不能烧，等觀也。又如無著夜昇兜率，

受《瑜伽師地論》，龍樹龍宮之誦《華嚴》，此等并皆传法聖者，四依菩薩所歷境

界，焉可以凡夫之心而致疑哉。以上根本兩部大輕，因緣如是。次言《苏悉地經》，

亦為根本要典，故與兩部同一重視，为三部祕經。又《瑜衹經》、《要略經》亦屬

重要，故合为五部祕經。蓋《瑜衹經》为金剛界之蘇悉地法，以金剛界而說两部

不二。《蘇悉地》为胎藏之蘇悉地，因胎藏而說兩部不二也。《開元绿》曰：蘇悉

地，此云妙成就，與蘇婆呼并是咒毗奈耶。不曾入壇者，不合辄读，同末受戒人

盗听戒律，便成盗法也。更言支流经中，如《苏四耶经》（《瞿醯檀哆羅经》、《玉

四耶经》同本）、《妙臂經》（與《蘇婆呼》同本） 及《金刚頂》之部類各經，皆

與根本諸經鄰近，故为親。而《金輪》、《炽盛光》等皆各有行法，故为疏也。次

言雜密部者。東密以釋迦、大日不同体，其釋迦所說之經，如《楞严》、《仁王》、

《金光明》等經，顯密雜糅，而亦无传持之系統，故稱雜密。弘法大師云：諸經

分三部，一、《大教王》、《瑜伽念誦》等，七十四卷，为金剛顶宗經。二、《大日》、

《底哩三昧耶》，十三卷，为胎藏宗經。 三、《守护国界》、《六波羅蜜》等五十

部，为杂部經也。雜密諸經，若为不空、金刚智等所译者，为正系。若他人譯出

者，則又屬旁枝也。次言諸仪軌者。古者依經修法，經軌不分，其后傳法大德，

整理次序，製为儀軌，修時較为便利。实則一切仪軌，皆由經出，與經不分也。



次言密教三藏。亦為後世所定，但佛曾自分为五藏。如《六波羅蜜經》中，佛說

一切法宝，分为五藏，一、阿難持《修多羅藏》，比之於乳。二、優波离持《毗

奈耶藏》，比於酪；三、迦衍那持《阿毗達磨藏》，喻生酥；四、文殊師利持《般

若藏》，喻熟酥；五、金刚手持《陀羅尼藏》，譬如最上醒醐。故佛已自說，真言

为最上法門也。



第三立教差別第三立教差別第三立教差別第三立教差別

夫金言一味，焉有优劣之分。性相同源，豈謂权實之異。蓋以所为之机各別，

邃令随宜之教有差。若混而不分，則修證難明。其犹長風是一，百竅異吹，豈以

一风不殊，便谓百竅齊响。故昔之大德，各以所宗伸其己解，安立教門。如天台

以藏通別圆，而判五時之教，賢首用小始終頓圆，以攝一代之經。三論之分三轮，

法相之立三時，皆能自成一宗禀承不息。若真言宗，只以顯密用标區界。不空阿

闍黎云：若就真言而立教者，应云一大圆教。以如來所演，一切語言無非真言祕

密道故。况密教分教相、事相二大部門，其事相不能宣说，但凭祕授，其教相乃

能分析名言，核理深淺。今言立教，亦就教相一邊而言，與事相無涉也。《大日

經》云：如來得一切智智，為無量眾生廣演分布。隨種種趣、種種欲性，方便宣

说一切智智。或聲聞乘道，或缘覺乘道，或大乘道，或五通智道。或願生天，乃

至各各同彼言音，住種種威儀，而此一切智智道一味，所谓如來解脫味。此中為

无量眾生廣演分布者，教相也。解脫味者，事相也。故《義釋》云：如來以遍一

切處智體，於薩婆若平等心地，畫作佛菩薩乃至二乘八部等四重圆壇。此一一本

尊，身語心印，皆是一種差別乘也。亦如有人志求五通智道，即從大悲胎藏現韋

陀梵志形，为說瞿曇仙等真言行法。行者精勤不久，成此仙身，更轉方便，即成

遮那身也。如是或現佛身，說种种乘，乃至現非人身，說種種乘。隨類形聲，悉

是真言，故云一解脱味也。所以然者，一切眾生色心實相，從本際已來，即是如

來平等智身，非是得菩提時，強空諸法使成法界也。佛從平等心地开發無盡莊嚴

藏大曼荼罗已，还用以開發眾生平等心地無盡莊嚴大曼荼羅。妙感妙應，皆不出

阿字門。如大海波濤相激，迭为能所，然亦皆同一味。所谡鹹味也。乃至廣說。

是則古來密教祖師皆約教本立言，并未於差別乘中更判教門權實也。至弘法大師，

始依《金刚頂》横判显密二教，依《大日輕住心品》文豎判十住心教。其所著《辯

显密二教论》、《秘藏宝鑰》及《十住心論》等，共稱《十卷抄》，為東密一家根

本要典。其《十住心》、《淺深次第》，大約與華嚴宗所說略同。



《辯顯密二教論》云：如來變化身，為地前菩薩及二乘凡夫等說三乘法。他

受用身，為地上菩薩說顯一乘等，並是显教。自性受用身，自受法樂故，與自眷

屬各說三密門，谓之密教。意謂報化二身所說者，为显，法身說者，为密也。細

检二教論文，大旨以顯密差別，即在法身說法不說法及果分可說不可說为界也。

顯教諸經，皆謂法身無相，言語道斷，無說無示。而密教則謂法身與自證眷屬說

自證果地法門。如《地論》云：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今密教則說此不可說者，

足見密教深遠難測，胜於显教也。又《天台止觀》云：念心中具三諦，以為穷玄

極妙，而其百非洞遣，四句皆亡，唯佛與佛乃能究盡之處。真言宗犹认为入道初

門，非为祕奥。慈恩一諦義中，第四勝義勝義，廢詮談旨。聖智內證、一真法界，

體妙離言等，是绝相離言之境，即是显教分域。然在密教仍是初機。《中觀》等

論，息諸戲論，寂滅絕离，以为宗极。如是義意，密教皆認為遮情之門，非表德



之謂，亦是入道初門。又引《楞伽經》以證法身說法之義。如佛告大意：報佛說

法，乃說一切法自相、同相，若法佛說法，則是離心相應體故，內證聖行境界故，

是名法佛說法之相也。又《六波羅蜜經》，將八萬四千諸妙法藏攝为五分：一、

《素怛才》，二、《毗奈耶》，三、《阿毗達磨》，四、《般若》，五、《陀羅尼門》。

此五種藏，以陀羅尼藏最为深妙，能除四重、八重、五無间罪，速得解脫，頓悟

涅槃。此五法藏，契經如乳，調伏如酥，對法教者如彼生酥，大乘般若猶如熟酥，

總持門者譬如醍醐。醍醐之味，乳酪酥中微妙第一，故知真言在一切教上也。又

解，秘密有二義：一、眾生祕密，二、如來祕密。眾生以無明妄想覆藏本性真觉，

故曰眾生自祕。以自祕故，是以他受用身應化說法，逗機施药，祕內證而不說其

境界也。以不說故，則等觉希夷，十地離絕，是名如來祕密。次言十住心中，第

一、異生羝羊心者，乃無始生死愚童凡夫執着我、我所及外道邪計等，如羝羊之

但思水草，不知出離也。第二、愚童持齋心，乃六趣羝羊之輩，有時忽想修善。

遂發生六種善心，而入於此人趣之中。

上六心，为人趣中心相续起之狀，由此渐知因果之理，善惡業感之缘，於是更求

生天，以为入第三嬰童無畏心之因也。

愚童持斋心

一、种子心 常喜持斋，故善业种子发生。

二、芽种 因此发生布施之心，于六斋日施父母亲属等。

三、疱种 复推广此心，能施与非亲识者。

四、叶种 复能择其高者而施之。

五、敷华 复欢喜施诸伎乐人等及尊宿辈。

六、成果 又能以亲爱心而供养之。

婴童无畏心

七受用种子
前第六心，是人中之果，由此果又变成生天之种

子，而为十善之因。

八婴童心
羡慕天仙而修行也。此心

又开二种

一、殊胜心，择胜而师。

二、决定心，证果不虚。



然此天乘，有淺深二釋：淺者，是世間天趣，深者，即是真言門，與大日如

來無二無別也。第四、唯蘊無我心者，聲聞人知五蕴中無有实我，即法有我無宗，

如《婆沙》等論也。第五、拔業因種心者，缘覺人拔除惡業及煩惱之株杌，無明

種子，生十二因緣也。此二乘人，亦有淺深二意。淺者，是实二乘，深者，即是

法身一體，萬德之一。故胎藏曼荼羅，有聲聞緣覺位也。第六、他緣大乘心者，

以利他之缘而發大乘初門之心，即法相宗。若依祕密義，即是弥勒三摩地，所謂

大慈三昧，為大日四行之一也。第七，觉心不生者，經云：彼如是捨無我，心主

自在，觉自心本不生。何以故？心前後際，不可得故，即三論宗。若依深祕义，

是文殊三摩地，乃大日萬德之一，大慧般若也。第八、一道無为者，空假中道，

相即不二，無作四諦等，天台宗也。經云：謂如實知自心乃至此菩薩淨菩提心門，

名初法明道。深義，即是觀自在三摩地，大日大悲德也。第九、極无自性者，經

云：越諸戲論，等虚空無邊。一切佛法，離有為無为，离诸造作，離眼耳鼻舌身

意，極無自性心生等。如是初心，佛說成佛因故，即華嚴宗也。深義，即是普賢

三摩地，大日菩提心之一門也。此住心与密教接壤，乃显教中最深者也。第十、

祕密莊严者，經云：真言門修行菩薩，於無量劫集諸功德，無量智慧皆悉成就，

即真言宗也。眾生自心無量，不覺不知。二乘但知六识，法相但示八心，天台、

華严說九識十識，《大日經》王說無量心識、無量身等。知如是身心之究竟，即

是證秘密莊嚴之住處也。十住心義，大要如此。其後台密祖師五大院安然和尚，

對於弘法大師十住心教，多所非難，而自作《教時问答》，依天台之義而推崇《法

華》。又承慈觉大師之意，判《法華》、《華嚴》、《般若》。《維摩》等为理密教，

《大日》、《金刚顶》等为理事俱密教，其他三乘等經，則为显教也。更因不空法

師有一大圆教之语，遂创一佛、一時、一處、一教。以收攝三世十方一切佛教。

謂一切佛名一佛，一切時名一時，一切處名一處，一切教名一教，即常恒三世、

身口意金刚、清淨廣博藏如來，於一切無始終之一時，一切無中邊法界宮之一處，

常說遍一切乘、自心成佛之一教也。言一切佛名一佛者，以一切佛在因地中。雖

有前后發心不同，然果海中，真如法界、色心實相、平等智身會成一體，統名無

始無終、本來常住之佛，故更無大日與釋迦之分，過去與現在之別。又據《釋摩

訶衍论》，於八識外更有第九名一切一心識，第十名一心一心識。若約一切一心

識，則一切眾生各有心識，即諸佛各有身体。若約一心一心識，則一切眾生一識



一心，即法界一身一體。又云：若約染淨本覺、染淨始覺，則一切佛各身各體。

若清淨本觉、清淨始觉，則一切佛身一體。广如彼教時问答中說。次言一切時名

一時者，無始無終，三世平等，一刹那具無量劫。無量劫只是一剎那，時分修短

不可思议，是为一時。經云：越三時如來之日加持故，身語意平等句法門也。《義

释》云：世間時分，則有過去、現在、未來長短不同。以淨眼觀之，三際之相了

不可得。無始終去來，此即实相之日，圆明常住，湛若虚空。然以神力故，令行

者於無量劫如食頃，或演須臾為無量劫。延促自在，故云如來時也。次言一切處

名一處者，無中無邊，法界之宫，名一切處。此有二義：一、以佛身為佛住處。

二、以佛土為佛住處。先以佛身为住处者，經云：薄伽梵住如來加持。《義釋》

云：薄伽梵即本地法身。次云如来、是佛加持身。其所住處，名佛受用身。即以

此受用之身为佛加持之住處，如來心王而住其中。即從遍一切處加持力生，即與

照相法身无二無別，而以自在神力，令一切眾生見身密之色，聞語密之聲，悟意

密之法。隨根不同，即此所住名加持處。此即能住，能加持者，為無相本地理法

身，所住、所加持者，為智法身之自他受用及變化身也。

薄伽梵-能住-本地- 无相理法身 -能加持-|

薄伽梵住如来加持 -不二

如来- 所住-加持- 智法身-| -所加持-|

|-自受用身

|-他受用身

|-变化身

意谓无相法身住於自受、他受、变化身中，無二無別，不分能住、所住，然

随機能見三密之相也。次以佛土为佛住處者，經云：廣大金剛法界宮，一切持金

刚者，皆悉集會。如來信解，遊戲神变，生大樓閣宝王，高無中边，乃至菩薩之

身，为師子座。若《金刚頂》，則云一切如來游戏處住阿迦尼叱天王宮中。又《瑜

衹經》云：於本有金剛界，自在大三昧耶，自觉本初，大菩提心，普賢满月，不

坏金刚，光明心殿中，是为如來遍一切處之住處。《義釋》云：隨如來有應之處，

無非法界宮。故此天宫，非独在三界之表也。又云：上說金刚法界宫，即是如來



身。次云：大樓阁宝王，亦即如來身。今云師子座，當知亦爾。乃十一地中，後

地以前地為基本，故云菩薩之身为師子座。蓋法界者，以諸法為名，故娑婆密嚴，

華藏鷺峰，乃至随在何處，無非法界宮也。次言一切教名一教者，即經中隨種種

方便道，宣说一切智智，而同一解脫味者，为遍一切乘，自心成佛之教也。彼說

一佛、一時、一處、一教已，又約天台五重玄義，解釋真言名體宗用及與教相。

今略表如下，若欲詳明，可检彼文。

以上總稱四一五玄及十門教相。此東、台二家所立教門，大略如是。對於發

五

重

玄

义

名
随自，真如为名；随他，诸法当体为名。显教，名为宾，实为主；密教，

名实不异。诸法体相，皆名真言。显色、形色、表色，皆名文字。

体 真言总以阿字为体，别以诸字各明经体，即迦遮等字。又六尘为体。

宗
佛因果为宗。唯真言法中即身成佛。胎藏养育有情，金刚加持有情。两

界自受法乐等为宗。

用 自他受乐，以为力用。

教

一说

四曼各有内证外化之说法-如地轮现菩提心，令行者见此形，

即悟此义。又六大合成率睹波，则令行人见此塔形，即悟一

法界，是名说法。又如地声阿、水声缚等，令行者闻此声即

悟此法。又六大合成真言等，皆名说法。

二语 随自、随他、随自他，皆是密教。

三教 显示教、理密教、事理俱密教。

四时 一时多时等。

五藏 一、二、三、四、五藏等，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

六十二分 长行、重颂等，真言皆具也。

七部 三部、五部、四部等，佛、莲、金、宝、羯磨等。

八法 三种、四称法等，息灾、增益等。

九制
不得对平常人辄说深密之法，凡未入坛者不得说一字，倘妄

对人说，则得大罪。

十开 乃至一毫之善，应开发者，须广作结缘灌顶也。



明經義，各具精思。然就判教言，則余有不能已於言者焉。因顯密乃化法之儀式

不同，各有權實。如不空三藏云：真言亦有頓漸，謂五種三昧道等，與显教大小

乘相同，非一概謂显為權、密為實也。十住心中前九屬顯，第十屬密。特更开顯

教為九種，实則意義仍與顯密無異。經中言羝羊等心，乃如來答金剛手心相相續

之问，似不能以之判一代教法之淺深。若愚童凡夫，違理之心，及世間八心，皆

未順出世，固不能以顯密攝之。即後之諸心，显密皆通。亦不能定屬何宗何教。

且如依四諦十二因缘，離於我執。或依二乘真言，用第一重十缘生觀，即空之幻，

令離於我執。而超第一劫，極粗妄執，是唯蕴拔业一心之通於顯密也。或因显教

大乘初門，起無缘慈而發大心。或因菩薩三摩耶教，起真言行而發大心。用第二

重十缘生觀，即心之幻，是他缘大乘心，亦通於顯密也。或以大乘空宗，覺心不

生。或觀真言阿字義等，覺心不生。超第二劫，粗細妄執。是覺心不生心，亦通

於顯密也。《大日經疏》謂法華開示悟入，即同真言阿阿暗噁，是則祕密莊嚴心，

亦通乎显密也。况於显教中，既轉深轉妙，有九種心，而於密教何唯一心？豈密

教即無淺深之判哉！欲分皆分，欲合皆合，分則显密皆有十心，無有淺深之別，

合則顯密皆唯一心，亦無權實之差。故以十住心判一代教，乃一時權宜而已也。

至於台密所立一佛、一時、一處、一教，雖本於不空大圆教之旨而立，然亦不能

判一代教。何以故？昔菩提流支依《維摩經》所說，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

各得解，而立一音教。賢首大師破云：此一音之法乃是教本，不能判教淺深。夫

曰判教，乃判一音中隨機之教，亦即薩婆若平等心地中差別之乘，及一解脱味中

五種三昧耶道耳。至於如來垂教之本，誰不曰同一解脱味、一音、一大事因缘哉。

何勞更判一佛、一時等耶。故此所立，言雖無過，而以之判教則不可也。然則究

準何法而判教耶？曰：昔辽覺苑法師曾以賢首五教解《大日經疏》，日本惠明上

人亦曾以《華严》合於密教。余意古今判教諸師，以華严宗賢首大師所立之小始

終頓圓五種教門，最为圆滿。今將密宗根本兩部大經，用五教判攝。當是第五圆

教。而圆教中，又分同圆、别圆，此宗屬同圆教也。何以故？以与《法華》同為

開權显實、攝末歸本之教故。但《法華》为顯一類機，兩部为密一类机也。《大

日經疏》既廣引《法華》對證，今略图如下。



如來成道後，先說《華严》稱性之旨，而信者绝希。於是從本起末，說小始

終頓諸乘法門，漸漸引權、歸实。而後以《法華》攝显机，会三乘同歸一乘，以

《大日經》等攝密機而引五種三味道，同歸於普門圆坛。於是显密匯流，復歸於

別教一乘之根本法轮，若論淺深优劣，則显教正開显時，為《法華》。既開显已，

为《華嚴》。密教更轉方便時，为兩部。既歸一解脱味后，为《華嚴》。均属圆滿

之教，直同別为異耳。又約佛果說，則《华嚴》勝於密教，約眾生進趣方便說，

則密教胜於《華嚴》。故弘法大師將真言判在《華严》之上，不能谓不當。特以

十住心配屬，为權宜之計耳。问：何以得知真言同《法華》耶？答：如《大疏》

釋阿字有五義，一者、阿 字短聲是菩提心，即《法華》開佛知見。二、阿

字長聲是菩提行義。即示佛知見。三，暗 字短聲是證菩提，即悟佛知見。四、

噁 字短聲是涅槃義，即入佛知見。五、噁 字是具足方便義，即是总開示悟入



而言之也。又云：今此本地之身，即是《妙法蓮華》最深秘處。又因具缘品、明

擇地，造壇等種種方便，故金剛手問佛云：佛法离諸相，法住於法位，所說無譬

類，無相無为作。何故大精進而說此有相真言，不順法然道耶？佛答云：我成最

正觉，究竟如虚空，凡愚所不知，邪妄執境界。時方相貌等，樂欲無明覆，度脫

彼等故，隨順方便說，而實無時方，無作無造者。乃至云：於當來世時，劣慧諸

眾生，以癡愛自蔽，唯依於有相。恒乐诸斷常，不知解此道，為度彼等故，隨順

說是法。此一段文，無畏三藏广引《法華》三車譬喻。如彼長者，愍諸子幼小無

知，雖善言劝戒，令出火難，終不能听。時長者知彼心之所恋，唯在嬉戲，即以

方便而告之言：今此門外，別有三種妙車，汝等當往取之，可自娛樂。時彼諸子，

聞遊戲之名，適其願故，情皆勇锐，奔競而出，及其等获宝乘，莊嚴第一，乃非

彼等宿心所图。今此曼荼羅法門，亦复如是。如來以世间因缘事相，擬議况喻不

思議法界，以俯逮群機。及蒙三密加持，自見心明道時，乃知种種名言，皆是如

來密號，復次世尊大悲，以未來眾生根淺障重，不能頓入法界，故於深密藏中，

兼存淺略方便。苟能於事相之中，思惟修习，亦能成世間悉地，功不唐捐。若三

密冥资，必終成佛果。是故传法之人，當善識根缘，又知法門分齊，應病与药。

當觀此問答中，施權顯實之意，散入一切諸方便門而教授之，則能多所饒益，不

生障難。以此文证，即知前代祖師已明判真言與《法華》同也。問：何名同圆、

別圆耶？答：與三乘共，故云同，不與二乘共。故名別，又會三歸一，故云同。

今真言是同圆攝者，即上文所言與《法華》同為會三歸一故。又《大日經》云：

如來得一切智智，為無量眾生廣演分布，隨種種趣、種種性欲、種種方便道，宣

說一切智智等。《疏》云：於薩婆若平等心地，晝作諸佛菩薩乃至二乘八部等，

四重法界圆壇。此一一本尊身語心印，皆是一種差別乘也。且如有人志求五通智

道，即於大悲胎藏現韋陀梵志形，为說瞿曇仙等真言行法，行者精進，不久成此

仙身，更轉方便，即成遮那身也。如是或現佛身，說種種乘，乃至現非人身，說

種种乘，隨類形聲，悉現真言密印，或久或近，皆歸一乘，此非会二歸一之诚證

耶？故台密安然大師，判《法華》為理密，真言為事理俱密，不得謂无見地。但

立一教等，則稍失判教之意義耳。或問：兩部大經既不能攝於天台五時說法之中，

當攝於何時者。夫法身恒說，固不可執定一時，然安立方便，亦當強立時分。如

賢首之对《華严》，亦曾辨其說時，岂真言宗独不論說經之時分耶？答：若依台



密所傳，谓兩部大經，同在入灭已后所說，則與會三歸一之义相符。若以東密相

传，則謂《大日經》是初成道時所說，則不应言會三歸一。以既未開三，將何所

會？今檢《大曰經》第二卷云：我昔坐道场，降伏於四魔，以大勤勇聲，除眾生

怖畏。是時梵天等，心喜共稱說，由此诸世间，號名大勤勇。既云昔坐道场，明

非新成。又第五卷云；我往昔由是，發觉妙菩提，開示一切法，今至於滅度。既

云往昔成佛，而又開示一切法，明知已說多法，而今至於滅度一句，尤为诚证。

覺苑法師《演密鈔》云：《大日經》與《金刚頂經》同時所說，以《大日經》即

是《金刚顶》十八會中第十六故。以此當知，兩部大經皆在後說。且釋迎如來受

毗盧遮那如來教敕，將內證三密之法传於人間，必須俟其机缘已熟，方可傳授。

故最初以《華嚴》示其本大，然後說三乘法，方不致令人疑为所证者小也。及乎

調练既熟，始复盡其所有而宣之，方不致令人疑为有所吝也。方便安立，假定時

分如是。



第四安心觀道第四安心觀道第四安心觀道第四安心觀道

真言宗之所以勝出於顯教諸宗者，貴有事相之作法也。然種種行儀，由外表

言之，多與印度吠陀相似。蓋佛未出世以前，印度哲學早已由奧義書時代，漸演

而為六派，稱為六師，勢力甚大。支配印度政治風教者，較之中國孔孟，尤有力

焉。逮佛出世後，始盡斥之為外道，蓋因其祭祀祈禱，皆從心外取法，且四姓階

級甚嚴，有違平等之旨也。今密教修法，擇地造壇，其儀式多順於彼，尤以護摩

一法，更為明顯。無怪乎不知者，謂密教託胎於婆羅門，而類乎汎神教也。殊不

知教之所謂密者，即外託事相，內習理觀，凡一切有相之物，無論其為染為淨，

為色為心，一一皆聚之壇上，使與法身融會，而成就不可思議之妙果。豈特婆羅

門為然？即世間最鄙之事，亦為密教作法之緣。設佛在世時，有耶穌教，則十字

架又何嘗非曼荼羅哉。內道外道之殊途，在發軔之端不同耳。幾乎之間，可以判

別邪正。倘習密教者不明斯旨，而惑於世間感應利祿，懷神奇變怪之念，則與誑

惑愚夫之外道固無異也。是以真言學者，須先明顯教大乘經典，然後方可進習真

言。不然，則棄本逐末，自蹈邪網，招世謗讟，為害匪淺也。

蓋佛教根本皆以觀心為主。無論何宗何派，若捨諸法實相外，別求他法，即

是魔說，非佛教也。故天台以止觀為業，華嚴以法界觀心。唯識、三論，亦各有

安心之法，淨土十六觀，禪宗參究等，皆安心之方法也。特以各宗既屬顯教，詳

於理解，而略於方便，以致下手為難，開悟匪易。而密宗則方便多門，隨事隨處

皆可入手，故修行較易，收效較速也。但其中關於深祕妙觀，非入灌頂壇以後，

不能開示，不能修行。若隨便輒說、輒行，則犯三昧耶戒。說者、聽者均有罪過。

故今對於安心觀道之法，但略舉例類，作引入方便，或單出名相，不解其義也。

密宗觀法，不外因字、因事、因法、因人四種，即四種曼荼羅也。

因字起觀者，如 字、 字等，一切文字。

因事起觀者，如月輪、蓮花等。

因法者，如觀慈悲喜捨、三平等觀等。

因人者，如觀本尊形像等。

細察之，凡一切萬法，無有非安心之緣也。故曰當相即道，即事而真，誠非

虛語。



如《大日經義釋》云：大凡入觀時，先須約於有相之緣，漸次深入，自然即

相無相，即緣無緣。若顯教空宗及禪宗等，無此方便，但直爾觀空，而不知以何

因緣故空耶。著是空法，多生異見。故修行次第須有指適也。

如《大日經世間成就品》等說：行者藉觀本尊，而成就如來功德。其觀時，

想本尊心上，有圓明月輪，月輪中觀本尊真言種字，依此觀即成如來功德法門。

如胎藏界大日如來種子為 （A）字；金剛界大日如來種子為 （Vam·）字；觀

音 （Sa）字；地藏 （ha）字；不動 （ham） 字等，各現於本尊心月之上。

或觀本尊真言文字，循環右轉，於月輪之內而想其字相、字義。但初心人，觀布

不易，故宜觀種子。種子者，即表示本尊說法之標幟也。想此字，從本尊心月輪

中流出一一文字，如純淨乳，如貫明珠。亦如光縵，無有間斷，由行者頂或口而

流入身中，充盈浹洽，即想如來光明甘露，灌灑全身。又觀行者所誦真言，由本

尊足下入，現心月輪，而後又流出，灌入行者心中。如是循環，相續不斷，則能

淨除無始以來身心罪垢。再觀本尊印契、尊形，皆與行者一體無二。住此觀，誦

本尊真言一洛叉（laksa），為十萬遍，即得感應。設無感應，必有不如法處。更

誦二洛叉、三洛叉，一月、二月、三月，必獲證驗。

又密宗文字，皆有淺略、深秘二種解釋。即如洛叉者，深秘解釋，不作十萬

講，而為見義，乃見實相之義，謂自住菩提心，見佛心義也。故日日修法中，正

念誦、散念誦及其他念誦等，乃至讀經，皆應住此秘觀。

義釋云：三密相應，則本尊降臨道場，而來加被也。然此行者，初行之時，

尚是凡夫，自無德力，何能即感佛來應耶。但由佛菩薩等，先立誓願。若有人，

依我此法而行，我必冥應，或雖不來，而遙加護之，若不應者，即是違誓，故不

得不應也。如明珠向月，而水降。圓鏡向日，而火生。因緣相應，非是有心也。

若心不相應，事緣有闕，則本尊不應，須當正觀，無疑慮心。余每修此觀，有時

兼住日輪，而作念誦。即觀本尊，住日輪中，以本尊大智大慈之光，如日光遍照。

而我之身心，亦徹底照見，化為本尊光明，與本尊一體無二。諸尊之中，住日輪

者，如金輪佛頂，愛染明王等。又菩提心論云：行者於心中，觀日月輪。但月輪

易觀，而日輪在天中時，觀之不易，故觀無量壽經，觀日沒相。但真言者，應觀

日出相。大日經疏云：大日如來光明，無可為喻，只能就淺近之日輪為喻。以日

輪有除暗遍明，能成眾務，光無生滅之義。故一切諸尊，皆應觀住於日輪，以表



大日如來，始本不二之覺體，與諸佛共住，同一覺也。

諸佛大智、大慈之光，平等照於法界之眾生。因眾生迷妄不知，故雖諸尊大

悲本願之力，常住我心，亦以分別之心，不能承當。縱告之云：汝今自身，即如

來真身，亦難信受。

故真言宗，開方便妙門。將無相不可得之法身，或現蓮花，或現日月輪、阿

字等。雖種種觀門，都可證得本性大覺。今暫依日輪一種，以免歧異。有時或觀

本尊，住於日輪，而自心為月輪，光明一體。乃至忘日月之相，亦忘本尊，與自

身之相，無想無念，住大空三昧。將如來自證久遠之真實光明融為生佛一體，成

金剛薩埵之身也。

但觀時，須具足淨戒，方可現前。否則譬之濁水覆器，縱有日月輪，不能照

也。所謂淨戒者，即無畏三藏所說，佛性三昧耶戒，為成佛之本源。若失此戒，

永無成佛之望矣。其受戒義，待下文灌頂次第中說。

又修月輪觀時，著有著空，種種妄執，輾轉而起。故雖觀心如月輪，而須知

此形色，為自在色，無礙色，無量色，非有礙之質量色也。若學者不知方便，於

胸間想質量重物，則必發患痛。故須離能所緣，忘方圓相，是為無分別觀也。此

種觀想，為成佛根本。故守護國十界主經云：善男子，方世界，如恆河沙。三世

諸佛，不於月輪，作 （om·）字觀，得成佛者，無有是處。又真言行者，寢時

坐時，一切時中，各有觀法。

今且約一二等數目，略舉十種，以見一斑。



最初一體速疾力三昧者，入此三昧，則證知一切如來，同一法界智體，一念

中，能觀世界微塵數三昧門，即阿字觀之別名也。阿字，為諸字之母，諸聲之體，

實相之源。凡真言宗之觀種字，有字相、字義之不同。淺者，觀其字之形狀、色

相。深者，觀其字之義趣。例如阿 字，字之相，為黃色、方形。其義廣有無量，

略則一百義，或最略三義，乃至一義、無義。守護經云：阿字義有無盡。略則無

來，乃至寂靜等，一百義也。言三義者，不生義、空義、有義，亦即空、假、中

三義。蓋一切法，從眾緣生。此眾緣，又從眾緣生。輾轉從緣，誰為其本。如是

觀察時，則知本不生際，是萬法之本。猶如聞一切語言時，即是聞阿聲。如是見

一切法生時，即是見本不生際。若見本不生際，即是如實知自心。如實知自心，

即是一切智智。故毗盧遮那，唯以此一字，為真言也。世間凡夫，不觀諸法本源，

故妄見有生，所以隨生死流，不能自出。如愚人自畫惡鬼，而自觀之，驚躄仆地。

眾生亦然，自運諸法本源，畫作三界，而還自沒其中，自心熾燃，備受諸苦。故

觀此字時，則了法根本也。

又阿字，尚有菩提心、法身等義，難具說也。真言宗一一字，皆有無量義。

與阿字同，故云總持。言一切皆總，一切皆持也。且如字母中，最初阿字，有無

量義，乃至最後 字，亦有無量義。今便中，略言一二。訶字者，根本為因緣之

義，是風大種子。一切諸法，生長成就，皆由因緣。一切世界成就，以風輪為基。

眾生命根，以息風為本。蓋風者，動義。比之眾生動作，所造福、非福、不動之

業。由此業種之風，托胎，在胎中，借母之息風以增長。迨出胎，臍斷之後，始

自營出入息，為生命根本。故臍部為風之本，息之根，亦命之源。人之息風，由

臍達鼻，與外界風大相交，若佛菩薩，內外一體，則壽命無量。眾生執著，內外

隔絕，故壽有定限壽。今真言宗，有大方便，能使出入息，與外風大，融會一體，

延長壽命。顯教亦有此法，不過彼無師傳，只當作尋常數息觀耳。密教亦以此為

數息觀，但觀法不同，此處亦不能細說，恐犯秘密戒也。

次言雙身觀者，乃最深奧之祕密大事。稍一誤解，即自害害他。此種皆關於

深祕事相，本不應在此形於褚墨。但恐一知半解之人，有所誤會，反有礙正道，

故略言之，令知所鑒戒，而不入邪途也。此種觀法，出處甚多。即如理趣經釋云：

男女二根和合，成五塵大佛，蓋謂定慧相資之事義。所云根者，能執持義。譬如

樹根，執持莖葉花果，使不傾拔。今云二根交會，男剛比定，女柔如慧。定慧相



應，理智無礙。使執持功德不失，去生佛隔絕之障，泯真妄差別之心。又台密智

證大師，在唐所請回之五部心觀中：觀一身為五股杵，成金剛薩埵，於身前月輪

中，觀金剛明妃，與之合一。又觀此身，為金剛鉤、金剛愛、金剛護，同時於身

前，觀月輪中，有此等同名明妃，與之合一。此等觀法，乃表示智體為男，智用

為女，體用合一之觀也。若不知如來深意，失其祕密幟之原意，或曲解言句，則

成極淫猥之左道密教。如邪見者，謬云：二水和合，成羯邏藍。胎藏蓮花，女也，

八葉向下。金剛杵，男也，八葉向上。杵與蓮花交遘，為大慾大樂。又云：五鈷

杵，如有情二人，合體之狀。父骨為因，母肉為緣，而成菩提心種子，赤白二渧

為本。凡此邪說，在日本則立川流為之濫觴，視陰陽穢褻之佛像，為至妙。在西

藏，則左道密教作其俑。雖有宗喀巴大師出，而糾正之。然至今世人，猶惑於無

上之美名，仍以實行猥瀆為至極。彼日本尚不乏正見之阿闍梨，口誅筆伐，使後

人皆知為邪。今西藏左道密教，氾濫於中國。上自智識之群，下及顓蒙之輩，莫

不視為駐齡之捷徑，飛昇之靈符。以為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也。遂有餐石代

穀之方，服氣衝神之道。甚至但使色身不滅，縱違律犯戒，亦所不惜。以故狂啖

眾生之肉，採還太液之精。吾不知誰起而駁之耶，嗚呼。甚且一唱群和，以為東

密無有此法，殊不知不幸亦早有之。

次言三平等觀者，諸佛三密，與行者三密，共遍法界，離能所，絕對待，平

等平等。故諸佛真言印契，與行者真言印契，亦平等無二。以印明皆等，故能引

入諸佛，於吾身等也。諸佛既入我身，故其功德，亦為我有。一佛功德，已不可

量，況於多佛。顯佛功德，已不可思議，況於密佛。未成諸佛，功德已不可喻，

況已成諸佛乎。夫眾生無邊，難可度盡。今住生佛不二，迷悟一如，起平等大悲，

故今行者所作功德，又皆成一切眾生功德也。

四無量觀者，顯教謂能緣之心是一，而以無量眾生為所緣，引無量福，感無

量果，故名無量，是為心一境多。密教則謂慈悲喜捨，體自無量故名四無量。軌

云：由修此觀於未來所有種種魔、業障難悉皆除滅，身中頓集無量福聚，心得調

柔，堪任自在也。

五字輪觀者，阿 、縛 、囉 、訶 、佉 為地、水、火、風、空五大種子。

五大即五輪塔。塔即大日如來功德。故以此五字為字輪體，順逆旋轉，即名旋陀

羅尼。



六大無礙觀者，亦名法界體性三昧。前五大更加一心為六大。凡十界依正，

皆此六大所成，以此為體，故云法界体性。此六大本互融互遍，相即相入，亦如

華嚴之事事無礙觀。若偏觀一色，青色或黃、白、赤等一處，腰下足下等，則五

大不調，易成疾病。故須觀無礙，則身心調適，自在現前也。

七空點繫風者，大日經息障品，金剛手問除障法。佛答：以念不動明王，可

以除障。義釋云：於壇上觀訶字，以白檀塗香畫七圓點，大曼荼羅，用瓦甌蓋之，

上安明王云云。蓋風為覺觀戲論，能牽壞眾生心地大悲曼荼羅。故先以金剛不動

智，加持自體，用住無戲論之塗香，於覺觀風上，作七覺大空曼荼羅。闔以新瓦

器者，龍樹云：禪定之坏器，未得智慧火燒時，遇緣則壞，不可持久。既燒之後，

則心器完堅，名曰陀羅尼，故須以陀羅尼器，蓋之也。暗字大空智，遍一切處，

故金剛不壞智，亦遍一切處。以此為金剛座，而用鎮之，是故戲論皆滅也。

八葉肉團心觀者，經云：於此肉團心上，想蓮花形，合而未開。男子上向，

女子下向。由此發心，則自性之八葉九尊，得以開顯。是名自性清淨心也。

十緣生觀者，因恐行者，見特殊境界時，或睹光明瑞相等，以為滿足。生憍

慢心，魔則得便。故須用十法，作三種階級，而觀察之，以遮慢心，而離魔事也。

一切法，皆當作如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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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語悉地，翻為成就。即修法時所求之願，如意現前，故曰成就。今人往往

不明教相，見經中有洛叉成就、二月成就、開頂成就等。遂欲如數念十萬遍，以

冀洛叉成就。念兩個月，求成就等。倘無效驗，遂生疑法之心，反招罪過。蓋密

教經典文字，皆有淺深二解。如洛叉二字，淺則作十萬遍解，深則作見字解，謂

見心實相也。若不見心實相，漫云十萬遍，縱無量遍，亦徒誦無益。故不可以十

萬遍，為必得成就也。

言二月成就者，即月輪中，觀真言字。即以真言，為出入息。息出字出，息

入字入，轉調轉寂。息遍於身，不見息相，但以真言為出入息。以此方便，令與

本尊，合為一體。觀此圓明，大小任意，則所欲作者皆成，名二月成就。非念誦

六十日，即成就也。又如觀 字、 字、 字等，頭上一點，名菩提點。今人遂

謂開頂，求在人之頂門，開一光線，則與外道衝頂出神，無異矣。

凡悉地種類，諸經不同，《大日經》有二種：即世間悉地、出世悉地。又云

有相悉地、無相悉地。《教王經》有四種：一、義利悉地。二、金剛悉地。三、

持明悉地。四、一切如來最勝悉地。《蘇悉地經》有上中下九品悉地、三部悉地

等。《蘇婆呼經》亦說上中下三品。《大日經義釋》云，凡作成就，先當具諸支分，

作前方便。供養承事、次第儀軌、與持明藏，常途所說大同。但此中一切眾緣，

皆成法界標幟。所為事業，盡帶瑜伽。《蘇悉地》等諸經要用此宗決之，方見深

意，與常途異耳。

又云：行者當如《蘇悉地》方便，作光顯增威等法，灌沐本尊，如法供養。

然後起首，作成就法。當如初品，方便擇地，作曼荼羅。自餘供養儀軌，皆如第

二品中說。既供養已，應作護摩，隨息災、增益等不同。然後灌頂，將灌頂時，

行者安住蓮花台上，觀 字，自焚其身，為灰燼，還用 字生之。以祕密瑜伽觀

自身作大悲曼荼羅竟，應以牛黃釧衣等以自莊嚴。復當敬禮諸尊，旋繞供養。以

此因緣，故諸尊歡喜，令速成就也。

《蘇悉地經》云：求成就者，須解真言，上中下法，此經通攝三部所作，曼

荼羅法。佛部真言，扇底迦〈息災〉法，觀音部真言，補瑟徵迦〈增益〉法，金

剛部真言，阿毗遮嚕迦〈降伏〉法也。從腋至頂為上，從臍至腋為中，從足至臍



為下。於真言中分別三種成就。於斯三部，各各分三。今將三部法，各種不同之

點，分列 於後。

















此上四種法差別，乃皆就護摩而言也。護摩，為密教大法。凡求成就，必作

護摩。護摩 者，焚燒之義。亦有淺深二解。淺者，因印度外道，有事火之法，

以火為梵天之口，為令供物，上達於天，故以火進之。今密教為攝伏彼故，借用

彼法，造作壇，搆設爐器場，以諸供物，順次加持，投於爐中，供養本尊，求成

就也，是名外護摩。此雖云淺，然其義趣，比之外道，猶如天地，不可相並。如

大疏云：若但作世諦護摩，不解此中密意，則與韋陀火天無異，故須作三平等觀。

自身、本尊及爐，一體無二。以智火，燒無明薪。以一切眾生，皆從業生。今燒

除前業，即得解脫也。是即佛法真正護摩，深祕火法也。但以密教當相即道，此

外護摩，亦不可廢除。

凡欲求成就者，依所求之事不同。是以設壇之方法，亦異，所求之事雖多，

而經中略有四種、五種不同。四種者：一、梵云扇提卡那 ，此云息災，所

以除災生德也。二、梵云普朽替那 ，此云增益，所以增進福智，圓滿萬行

也。三、梵云阿比恰魯卡 ，此云降伏，所以損減怨敵，剋服強暴為能。四、



梵云瓦細卡那辣 ，此云敬愛，所以得人宗仰，使眾和合為功。各擇其相應之

事，而作壇，以期易於成就。如息災、增益，則白月行之；敬愛、調伏，則黑月

行之是也。此四種外，加鉤召，名五種法。鉤召者，攝召之義，所以召攝欲得之

人也。又四種各各互具，謂息災息災、增益息災、敬愛息災、調伏息災等也。更

有延命法，亦增益之部，所分出也。藏中有贖命法，今略言之。若為精進，修行

利人，恐來生易迷，故求增加壽命。佛言：人之壽命，皆由出、入、住三種息風

而住。此息即訶字，乃諸佛所證之解脫風輪。此訶字，乃言語之自性，蓋由息而

發聲也。一切眾生，業力動轉，亦此字為依。業之附身也，有如香之依花，香氣

散，則花萎，故業息停，而身亡。五趣皆以鼻接外風，變易身菩薩，不執我，則

內外風交融。眾生執我，則如經秋葉，隨風上下。入胎中，依母息增長，至出胎

後，始自營出入息。內風為業，外風為報，倘內外不接，則報盡。若長命者，息

恆由左鼻出。若改由右竅，則短命之相，當依法，求師贖之，觀訶字風輪，內與

外成一片，則壽等虛空，無量矣。此中不能細說。又如求财，则圣天等；求子，

则诃利帝；求夫妇和睦，大众亲爱，则爱染；隐身，则摩利支；智慧，则虚空藏；

调伏，则诸大忿怒明王等；各依法成之。然究竟，则无相悉地、出世间最胜悉地

为佛之本宗。今欲伏诸外道，分别邪正，令彼知有真护摩故，不于彼法而生慢心，

转而求诸出世正觉，盖得出世悉地已，一切世间之事，皆不求自至，何须更习哉。

今人大半不肯出世，专希世间名利之事，而行有相之祈祷，盖由其心量之狭隘，

见理之不真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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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依覺故迷，今則依迷而示悟。悟修次第各宗不同，覺迷根本世間多疑。

今先引安然教時問答云：經論多說生死無始有終，而涅槃有始無終；此則眾生漸

減，佛界日增。豈不與不增減經相違耶？今謂生死涅槃同是法性，法性同體互非

前後亦無增減。特以動名生死，靜名涅槃，迷名眾生，覺名諸佛。以迷故成差別，

悟故知平等。其猶水中波因風而有，當高低時，豈得云此波有增，彼波有減。故

雖無量佛成正覺而佛不增，雖無量佛涅槃而佛不減；又雖無量眾生初起而眾不增，

雖無量眾生成佛而眾生不減。特以眾生用諸佛之覺而為所迷之本覺，諸佛用眾生

之迷而為所覺之本迷。此迷之初，覺之始，雖後身菩薩尚不能見其原本，況乎凡

夫而能分辨耶？故只應信修，不可狐疑也。次言悟修次第，各宗不同者大要有五。

悟修差別：

一、緣起現相。

二、發心根本。

三、斷惑品類。

四、修行時分。

五、行位階差。

緣起現相者，即各宗對於萬有之開展、生起之緣由及所現之相，而認識不同

也。若小乘之人認為宇宙中生滅之法，皆自業自得，不外締緣二種。因貪瞋痴三

種役使六識，所造之業勢力，令生死苦報連鎖不停，故稱三毒之業為染法之本。

既因三毒造業之緣，而感起輪迴三界之果，故名「業感緣起」。其所現之相則有

為、無為總為七十五法，所謂色法十一、心法一、四十六種心所法、一十四種不

相應、三種無為，七十五也。若大乘初步之相宗則云業有間隔，而保持此業不絕

者，非阿賴耶識含藏萬有種子不為功。故一切萬法皆由眾生無始以來第八阿賴耶

識中，受煩惱及業熏習成諸法之種，次第變異成熟而招現行之果，故名「賴耶緣

起」。其所現之相則有百法。所謂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種心所法、二十四

種不相應、六個無為，成百法也。若大乘性宗則依無明為緣熏習真如心體，忽然

而起萬有差別，所謂如來藏隨緣成一切法，而如來藏自體不變，故名「如來藏緣

起」。其所現之相亦會歸真如，故又名「真如緣起」。如《楞嚴經》云：一切世間



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又云：五陰、六入皆如來藏，非因緣，非自然性

也。若一乘圓教則一切色心諸法具六相十玄之妙，即有為、無為諸法無單獨存立

者。說一法即成一切法，以彼一切法為緣而起此一法；而彼一切法，若少此一法

為緣，亦不得起，即萬有各各皆緣於萬有而起，所謂「法界緣起」是也。若真言

宗,則一切色心諸法皆六大所成，六大者地、水、火、風、空、識也。前五大為

物質，後一屬精神。精神與物質互遍法界各不相礙，而隨因緣之聚散離合，成一

切萬有諸法，故名「六大緣起」。此六大之總體，地則堅，水則濕，火暖，風動，

空無礙，識了知，總茲六德，曰一法界。而六德所成差別之事物，歷然不爽，曰

多法界。此與法界緣起，名雖不同，而義無別也。其對於現相諸法，則以四種曼

荼羅括之。言曼荼羅〈Mand·hala〉者，就體則譯曰壇，曰道場。就意，翻曰輪

圓具足，曰聚集，又曰無比味、無過上昧等。總之，以聚合如來內證真實功德於

一處，以成就種種利他事業者，曰曼荼羅也。依《金剛頂經》說：一者，大曼荼

羅，又稱大智印。謂一一佛菩薩相好之身及其綵畫形像，名大曼荼羅。以五大色

成故，黃、白、赤、黑、青如次配地、水、火、風、空，此五遍一切處，故云大

也。又以五相成本尊瑜伽，名大智印。二、三昧耶曼荼羅，又名三昧耶智印，即

所持標幟、刀劍杵蓮等或畫作其形者也。三昧耶者平等之義，以五大普遍情與非

情，平等成故。前大曼荼羅是有情，今刀劍等是非情，皆以五大平等而成，故名

三昧耶。又以二手和合，成金剛縛印，名三昧耶智印。三、法曼荼羅，亦曰法智

印，即真言種子字等。有軌則、軌持之義，故名法。以及契經文義，名法智印。

四、羯磨曼荼羅，亦云羯磨智印。羯磨翻為作業，即諸佛菩薩隨事業差別，而種

種威儀動作各別故。若鑄若刻等皆名羯磨智印。印者，決定不改之義，此就佛界

一方面說，實則十法界眾生之身皆名大曼荼羅，山河草木有形物質皆三昧耶曼荼

羅。語言文字、一切聲響皆法曼荼羅。一切動作行住坐臥，幡飄樹搖都為羯磨曼

荼羅。故此四種，即包羅一切法相，復各具四種，而其體則皆六大也。然萬法之

有體有相，必更有業用。業用為何耶？即身、口、意三密是也。身為諸法之本能，

語為諸法之德號，意為諸法之真理。而言密者，以此法為如來自證之境，非凡夫

能得其真，故謂之密。又佛證此三密平等互遍法界，我等亦本具法身三密，因無

明障蔽而未顯。故身結印契、口誦真言、意觀種字三形等，則與如來三密無二分

別，而滿足方便也。若將六大、四曼、三密，互相配屬，則如下圖：



以上各宗緣起現相之見解不同，今總圖如下：





第二發心之根本者。即要求解脫之出發點，各各不同也。小乘人，消極之六

識發心，故不必論。即大乘權教發心，皆以菩提為所求之體。而更有能求之心，

為之對待。心與菩提，分能所，而為菩提之心，依主釋也。若真言宗發心，則是

自心尋求本有之覺體，名曰菩提心，有財釋也。一之字，一即字，意義懸殊。又

唯識等， 雖立八識。而發心求解脫時，但以六識相應慧心所，而發起求菩提之

心。彼宗以為六識，強於分別。易起欣聖，厭凡之心。若八識，則屬無覆無記，

不能起欣厭，故不可發心。今真言宗，則直以第八識發心。因顯教發心，多是發

起能求之心，故須分別欣厭，非六識不可。密教發心，是開發、顯發、引發之義。

以自心即菩提，今為開發引起，令其顯明。故經阿遮梨灌頂之後，以三密加持力。

直觀八葉蓮花，開九佛正覺之智。與華嚴不壞世間成出世，劾發心即成佛，因果

交澈者，相通也。

又《大日經》有三句因。因金剛手問佛，得此一切智智，以何為因，以何為

根，云何究竟。故佛答有三句。《菩提心論》有三種菩提心。謂諸佛菩薩，以此

三種為戒，無時暫忘也，今合列如圖：









大疏云：自心發菩提，即心具萬行，見心正等覺，證心大涅槃。發起心方便，

嚴淨心佛圖，三句五轉，皆眾生自心中，本具功德，次第出現。如蓮子中么荷，

在泥中時，雖待外緣，而正開時，悉是本具么荷也。

第三斷惑品類不同者，即掃除成佛之障礙各不同也。小乘人以萬有生滅之遠

因為惑，近因為業。以惑故迷四諦之理，以業故昧萬有之事，故欲解脫須斷除見

惑八十八使及思惑八十一品，方得去煩惱業證我空理。

相宗則斷煩惱、所知二障，轉八識成四智等。性宗斷正使及習氣，知一切煩

惱即菩提，業即解脫。若一乘圓教，則惑性本融，不可說其體性，一斷一切斷，

一障一切障。若真言宗則言以無明為因，生根本六煩惱，所謂貪、瞋、痴、慢、

疑、惡見也。由此六種中，前五種輾轉生一百六十種隨煩惱，而第六惡見則分出

六十心，即貪心，乃至受生心也。百六十心本無名目，只因眾生對待之執，或常、

斷、或染、淨、去、來、因、果、好、惡等二邊之見，輾轉分為一百六十數。故

經云：一二三四五再數，凡百六十心也，即貪等五種各分為二成十，是為一再數。

十各為二成二十，為二再數。二十各二為四十，是三再數。四十成八十，為四再

數。八十為百六十，為五再數。若六再數，七再數，乃至無量再數。更分上、中、

下九品，則是眾生無邊煩惱微細之相。此一百六十心即分三品，名三妄執，謂最

麤者、細者、極細者，此三種，包括一切應斷之惑品，是為真言宗斷惑之數。

第四修行時分者，即成佛所經之時間各不同也。小乘，三生百劫。法相，三

阿僧祇劫。法性、大乘，不限劫數。別教一乘，長短相入，念劫圓融。真言宗則

依前三妄執，亦名三大阿僧祇劫，但此非就時分長短而言。乃謂若能修行越過百

六十心中第一重麤妄執，即名第一劫，由聲聞緣覺而發起大乘出世間心也。又超

過百六十心中第二重細妄執，即名第二劫，由三乘菩薩而發起真言出世心也。從

此更越第三重極細妄執則佛慧初生，如初三夜月，雖未圓滿，然圓相已彰。是名

第三劫，淨菩提心，出世間心生起也。若一剎那間能越此三種妄執，即剎那成佛，

不須更經長久之時間也，真言宗之所以即身成佛者，以此。

第五明行位階差者，即成佛之階級不同也。小乘，立五位。法相，四十二位。

性宗，直立三賢十地。華嚴，六位圓融，一位即一切位等。真言宗則兩部所立位

次不同，謂大日經則立三劫十地，金剛頂則於十地之內立十六大菩薩生。

惑分麤細，智有優劣，故成三劫。





三劫滿後，即開發淨菩提心，名曰初法明道，亦即見道之意，是為初地之位。

從初地到十地，統名信解行地。此十地以因、根、究竟三句修行觀察。若分別配

之，則初地為因，二地至七地為根，八地以上為方便究竟。又地地之中皆有三心。

亦猶入、住、出三心也，又以十心配十地，如圖。





此十地，又分淺深二種十地。故大疏云。華嚴十地經，一一名言，皆須作二

種釋也。此淺深十地，有開合兩門。一將淺略之十地，合屬於地前。深祕之十地。

開為開發金剛寶藏位。二將深祕之十地，合屬於佛果。淺略之十地，開為三妄執

斷位。經中所說之三劫十地，含此二意。若依初門，將淺略十地攝於地前。更開

深祕十地則是三劫十地，如次配地前，地上二位。若依後門，則三劫十地，唯是

建立之不同耳。約惑為三劫，約位為十地。惑與位，分齊相等。故三妄執斷位，

即十地位也。以上大日經三劫十地竟。次言金剛頂經，十六大菩薩者。金剛界，

以直修、直入、直證、直滿，為趣。故地前不立位次，而於地上，立十六大菩薩。

以為行者，進趣之階位。則十地與十六大菩薩，名雖不同。而實則開合之異耳。

自古相傳，有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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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疏》云：佛從平等心地，開發無盡莊嚴藏，大曼荼羅已，還用開發眾

生平等心地，無盡莊嚴藏，大曼荼羅，故知三部五部之尊，八葉九會之眾皆自心

本具之因，諸佛內證之德。世人不察，以為密教為崇拜多神之教，有如吠陀之祭

禱者，誠大謬矣。而今世自命新僧之流，即不肯博學深造，而復對於密宗即身成

佛等義妄加批駁，有識之士一見而知為妒法之心使然，倘更讀十年書當深悔今日

之孟浪也。今之辨明佛果道場者，即是說明此無盡莊嚴藏大曼荼羅開發之相，此

義即明則不致再疑密教為多神教矣。於中分為四段：一、明種姓。二、別相好。

三、論佛身。四、辨佛土。初明種姓不同者，依《涅槃經》等，說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凡依教修行皆得成佛。然《解深密經》等，說一切眾生本來五性各別，其

中一分眾生永無成佛之分。若據一乘圓故者，則匪特有情者悉當成佛，而尤通依

及正，盡三世間因果無二。故《華嚴經》云：菩薩種性甚深廣大與法界虛空等也，

真言宗則指草木之類悉為如來三昧耶身，故正報成時，依報亦同時成佛也。此蓋

言大日法身，依正互融，一體不二，同時並成。有人於有情之外，更立非情草木

有造業感果之功，發心修行之能者，則試問依正各別，熏修之義何立？色心互異，

斷証之功焉成。是弄巧成拙，違背佛旨者矣，學者須知，勿亂分齊也。

夫真言宗立草木成佛者，乃據《大日經》六大週遍之理而立之，非謂有情與

無情各別成佛。今引經文，如《真實智品》云：我即同心位，一切處自在，普遍

於種種有情及非情。阿字第一命，縛字名為水，囉字名為火，吽字名忿怒，佉字

同虛空。此中初句，我即同心位，即識大，後五句，五大。中間云：一切處自在

等三句，說六大自在無礙，同時遍及有情非情。蓋六大為大日如來全體之性，周

遍於情非情等，故草木瓦礫悉隨為如來三昧耶身，並非偏言有情，亦非偏言非情。

云何可說：草木等離有情外，更有成佛之功用耶？致如天台荊溪不明華嚴圓融三

世間成佛之理，妄謂華嚴立草木無心之語。殊不知簡去無情是終教義，至於圓教

所說一成一切成，豈彼荊溪可得而非之哉。又真言宗之論即身成佛也，乃根據《菩

提心論》云：惟真言法中，即身成佛，故是說三摩地法，於諸教中闕而不書。又

云：若人求佛慧，通達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又《金剛頂經》云：

若能依此勝義修，現世得成無上覺等，由此而立即身成佛之義也，但有三種、四



種之不同。





弘法大师即身成佛义中，以八句颂文解释即身成佛之义，所谓六大无碍常瑜伽，

四种曼荼各不离，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网名即身。此解即身二字。第一句体，

二相，三用，四无碍。以一切法上达法身，下及六道，虽粗细有隔，大小有差，

然皆不出六大，故佛说六大为法界体性。色心无碍，理智相应，故我身、佛身、

众生身，互相涉入，自在无碍，故云六大无碍常瑜伽也。此以相应涉入，为即。

次言四种曼荼各不离者，即前文所云大、三、法、羯四种曼荼罗，四种智印，其

数无量。一一量同虚空，彼不离此，此不离彼，如空与光，无碍不逆。此以各各

不离，为即。次言三密加持速疾显者，一一诸尊具刹尘三密，互相加入，彼此摄

持。众生三密，亦复如是，故名三密加持。若行人依各尊三密修行，则将本尊功

德引入自身，即自身成本尊身，早得悉地。因本尊无量劫所修者，皆集于行者之

身，故不经劫数即如佛位也。此以当念即是，为即，如即时、即日等。次言重重

帝网名即身者，举喻以明三平等无碍也。帝网者，帝释天之珠网，光光互摄，以

比佛身、我身、众生身，纵横重重，如镜中影像、烛光摄入，彼身即此身，此身

即彼身，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不同而同，不异而异，一而无量，无量而一，而

终不杂乱也。次四句解成佛义者，谓法然具足萨婆若，心数心王过刹尘，各具五

智无际智，圆镜力故实觉智。言法然者，显诸法自然如是。具足者，成就义，无

阙少义。萨婆若者，梵语也，翻云一切智智。智者，决断，简择义。一切佛各具

五智、三十七智乃至刹尘智。此智在集起义边，则名心。在轨持义边，则称法门。

凡一一有名号之事法，皆不离人而别有，如是法门过刹尘，则人数亦过刹尘，故

名一切智智。吾既为一切智中之一人，故亦为法身之一。不同显家，一智以对一

切，则心佛各别也。心王者，法界体性智等。心数者，多一识也。各具五智者，

明一一心王、心数各各有之。无际智者，高广无数之义。圆镜力故实觉智者，出

所由。谓一切诸佛，因何得觉智之名耶？谓如色像众多，悉现高台明镜之中。如

来心镜亦复如是。圆明心镜，高悬法界之顶，寂照一切，不倒不谬。如是圆镜，

何佛不有？故总上八句，明即身成佛也。次言相好差别者，小乘三十二相、八十

种好，大乘八万四千相好，华严世界海微尘数相好，彼一一相皆遍法界。业用亦

尔。真言宗之相好，如《大日经》云：身口意各奋迅示现，无尽庄严藏，而一切

处，其灭边际不可得也。三论佛身者，如法相宗以真如出障为法身，大圆镜智摄

自受用身，平等性智摄他受用深，成所作智摄化身，妙观察智遍诸身土，此谓转



八识成四智菩提也。或唯智为法身，或境智合为法身，或境智俱泯为法身，或圆

融无碍为法身，或为一佛，或二佛、三佛、斯佛、十佛等。



真言宗所立佛身，則先有理智之別，而後明理智互具，不二也。金剛界屬智，

故稱智法身。胎藏界屬理，故稱理法身。智法身者，轉識而成者。顯教言：轉八

識成四智，而成報身。今密教教更轉第九識，而成五智，以為金剛界智法身之大

日如來。言九識者，八識外更加菴摩羅識，即白淨識。

又依《釋摩訶衍論》立十識，謂除八識外，更加第九：一切一心識及第十：

一心一心識。又依一切一心識，開為無量識，以攝一切之心數，此密教特說也。





此五智，雖大日如來一身所具之智德，然為引攝眾生故，從本體復出生四方

之四智四佛等，乃至成一大曼荼羅焉。





若理智不二，则此修生五智佛，即胎藏界本有之五大理法身也。理以摄持为

义，智以灵照为功，五智各具五智，重重无尽，五大亦各具五大，周遍无碍。以

此地水火风空五大，圆满一切功德，故又名五轮。以之配五方五佛，则有二说：

一、善无畏以地水火风空为次第，表东因发心，为金刚界、始觉上转、修生之义。



东因发心者，中央大日如来，在因位时发心修行所经之径路也。以地大为东

方阿閦，为发心位，乃以修生之菩提心为因，生大悲万行。犹地生万物而又坚固

不动，如菩提心也。且大圆镜智之任持诸法，亦与地任持万物相应。其为东方者，

修生起首之方也，黄色，不变之色也，与菩提心不变相应。其次以水大为西方弥

陀，乃成菩提之位。以菩提心清静圆明，如水之形圆也。又妙观察智说法断疑，

如水之洗涤尘垢。西方，标行证终极，白色，与无量光相应。次以火大为南方宝

生者，乃修行之位，以万行成熟，如火之热，而熟物也。又平等性智，令差别者

平等，如火之燎一切也。次以风大为北方不空成就者，乃入涅槃之位。涅槃寂灭

万物，如风大之破坏万物也。又成所作智之所作已办，入涅槃亦尔。北方，表涅

槃，在高位。黑色，表幽深玄妙也。次以中央为大日，乃方便究竟之位，以其圆

成四德，含容自利利他一切功德，如虚空之含容万象。又法界体性智，周遍法界，

今之广大无边亦尔。中央，表遍法界，青色，标含容一切法也。二、不空法师以

世间五行木、火、土、金、水，配五方五色，乃即事而真之意，表中因发心，为

胎藏界本觉下转本有之义。



中因發心者，中央大日，為已成佛。以眾生故，現辦起菩提行，證無住處涅

槃，攝化方便也。以地為中央，為發心位，乃以本有菩提心，堅固不動，為諸法

本性，如大地然。且地為萬物之中心，而法界體性智，亦為諸法之本源。次東方

阿閦佛，萬行圓具，如虛空，含容萬物。東方，表行之始故。次以風為西方彌陀，



乃涅槃位。無量壽，為風大之德，如人壽命，賴風息而存。西方，表涅槃之終歸

故。次火為南方寶生，乃成菩提位。萬行成熟，開菩提花，猶火之熟於草木也。

次水大為北方不空，乃方便位。利他方便，成就妙業。水，表應機方圓。北方，

表最勝位也。又從因至果，顯教則有資糧、加行、等位。密教則有五轉次第。

如上所云，發心、修行、菩提、涅槃、方便，五位次第轉生。故名五轉。大

日經疏亦有中因、東因二種。今表於後。



此中中因者，一切眾生本住菩提，而未曾流轉生死。設有大器一聞此言，直

逮本地之體，一時具足後之四轉，是胎藏意也。東因者，雖住本有，而以無明覆

障，久處生死。今遇聖教，發歸本之心，修昇進行，乃金剛界意也。凡諸尊種字，

皆有五轉，而成五德。

如金剛界大日，則以為 種字。文殊種字為 。觀音種字為 。他皆

準此，印形亦然。如阿閦印形，是大日之菩提心，乃至大日印形，是大日起方便

也。他尊為中台，亦然。又五轉，若配以胎藏界之四重圓壇，則亦有從果向因與

從因至果之別。



又顯教所立三身、四身等法報各別。真言則立四種身皆名法身。

一、自性法身，以佛之常住真身，自然具足理智之法性。而復從此身中，流

出自體之眷屬。如普賢等為說三密之法，自體法然，故云自性。具無為之作業，

故云法身。此有理智之分，以法界諸法，體性寂然，法爾不改，名理法身，即胎

藏四重圓壇是也。以一切法，互遍同體，名智法身，即金剛界一印會之大日是也。

二、受用法身，分自受用、他受用二種。理智相應，自受法樂，名自受用。

即與上智法身同體。他受用者，為十地菩薩所現。傳說法身內證，令他受用故。

此二受用，皆法性所流，成法然事業，亦名法身。

三、變化法身，為地前菩薩及二乘凡夫，所現之丈六應身也。亦是傳說內證，

變轉八相，故曰變化，緣謝即滅，機興則生，亦是法爾之作業，故名法身。內證

祕密，外宣顯教。一代百億應化身之教主，即此法身也。

四、等流法身，為九界隨類之身，非為佛身，或有佛形，無而忽有，暫現即

隱，平等流出九界等同，故名等流。亦是法爾之作用，故名法身。

以此四身，配胎藏。則中台為自性身。第一重內眷屬，第二重大眷屬，為受

用身。第三重為變化、等流二身。

又金剛界，以中央大日為自性身。東方阿閦為自受用。南、西二方為他受用。

北方為變化、等流。若橫說則四方各具四身。故《瑜祇經》曰：五智所成，四種

法身。法身、智身皆互具無礙也。又兩部各有五身。



若論兩部諸尊之部族者，則金剛界，修生行相，自受法樂，故依轉九識成五

智，而立五部諸尊之位。胎藏界，化度利生，他受法樂，故依大定、大智、大悲，

三德諸尊，而立三部。但五部、三部，亦各各具也。



所謂部者，部門、部族之義。即開示大日如來，理智兩德之部門與部族也。

言佛部者，此眾生本具之理智。在因未顯，入果位後，理智顯現，覺道圓滿，故

名佛部。此部以大日如來為主體。梵語摩訶毗盧遮那怛多訶他，此云大日如來。

《華嚴疏》譯云：大光明遍照如來。以世間之日，照不能遍，有晝無夜，有外無

內。如來智慧日光，非日可比，但以世間，無相當比喻，故強名曰大日。加一大

字，簡別世間之日也。此如來者，一切如來之總體，圓滿萬德，周遍十方，故稱



法界體性智也。言金剛部者，眾生自心，有本具之理。而全理之處，又復具本有

之智慧。此智慧，雖在煩惱汙泥中，歷盡萬劫生死，而不朽不壞。能破煩惱業如

金相似，故名金剛部。言寶部者，佛之自利圓滿中，具無邊功德也。言蓮花部者，

眾生心中，本有淨菩提心，清淨之理。在六道生死中，不染不垢，如蓮花之出汙

泥中也。言羯磨部者，羯磨，譯云作業。佛為眾生，而垂悲愍，成辦一切事業故

也。此五部中，寶部、羯磨部，原從佛部開出。由佛自利邊，云寶部。其化他一

面，云羯磨部也。又此五部，各有部主、部母等者。主有二義：一、因主之義。

二、有管領之義。言部母者，德之所從生也，有養育、出生之義。論成佛時，始

從子，降三世三昧耶會，至申羯磨會。若從本垂跡時，始從一，羯磨會，至九，

降三世三昧耶會也。金剛頂經初說四大品。一金剛界品，二降三世品，三遍調伏

品，四一切義成就品。在金剛界品，說六曼荼羅，今開為七。又開降三世品，為

二。故成九會。

又五部之座不同，亦各有所表。大日師子座，獸中之王，遊行無礙也。阿閦

象座，力用無邊，表菩提心，堅固之力也。寶生馬座，以輪王馬寶，疾速神通，

三密修行速成也。彌陀孔雀座，瑞禽，明慧應時，表轉法輪，應時也。不空迦樓

羅座，此鳥威力，能降伏諸龍，表智用隨方，攝引人天，隨歸無違也。

今將兩部曼荼羅，分別圖說，以見梗概。若詳述本末，則未灌頂人，不能閱

矣。

金剛界，九會曼荼羅圖如下。



古人作七字頌曰：羯磨（共有佛菩薩等、一）千六十一尊，三（昧耶會）微

（細會）供養（會、各）七十三（尊），四（印會）十三（尊）一（印會一尊）

理（趣會）十七（尊），降（三世羯磨會）降（三世三昧耶會）七十七（降三世



羯磨會，七十七尊）三尊（降三世三昧耶會七十三尊），分別九會諸尊會，佛體

一千三十六，菩薩二百九十七，忿怒四尊執金（剛者）四（尊）。外金剛部百二

十，總千四百六十一，是名金剛界現圖尊。

胎藏界十三大院图



頌曰：中台八葉合九尊，遍（知院）七（尊）釋迦三千九，持（明院）五（尊）

虛空（藏院）二十八，金（剛手院）三十三除蓋（障院）九（尊）。觀（音院）

三十七地藏（院）九，文（殊院）二十五蘇悉（地院）八（尊），四大護尊無（有）

現圖（之像），分別十二諸尊位。佛六（尊）菩（薩）百五十三，辟（支佛）四

（尊）聲（聞眾）十（尊）忿（怒）十二（尊）。使者十九（尊）童五尊，以上

內院二百九。外金剛部二百五，總共四百十四尊。中（院及）上下九（院為）佛

部尊，左方三重金剛部，右方三重蓮花部。是名胎藏現圖尊。

兩部諸尊，雖有如是眾多，但皆人人自性所具。色心二法，理智二門，舉一

為主，餘皆為伴。如華嚴主伴重重之義。其中以兩部大日為主，即心王統攝萬德

之義。一一諸尊，各別曼荼羅，即心所眾德各別之義。以其總攝眾德，故稱普門

曼荼羅。以各別分示，故稱一門曼荼羅。然普門即該攝一門，一門亦各具普門，

無欠無餘，是以稱為輪圓具足也。又舉胎藏，則金剛必具。言金剛則胎藏必隨。

雖二，而全體不二者也。然台密於兩部外，更立蘇悉地，而會通不二。東密斥之

曰，是二之外，有不二矣。然理雖不二，文難頓彰。今仍分兩部，略釋大意。



金剛界曼荼羅者，乃佛最初為觀自在、金剛手等十地菩薩，於色究須竟天，

大摩尼殿，示現已。復為攝取此會所漏之機，故由此天降，往彌頂，金剛峰樓閣，

再為示現。故今所圖繪之金剛界曼荼羅，即描寫佛於色究竟天，及須彌山頂，集

會時之狀態也。其所以名金剛界者，金剛界，即大日如來之異名。此會場為金剛

界如來所現，故名金剛界曼荼羅。又大日如來，所以名金剛界如來者。界者身義。

以如來之身，由金剛堅固不壞之智所成。故經云：一切如來身語意金剛也。祕藏

記曰：金剛者智也。界者，身也，持金剛者之身也。身者，聚集義，言一身中，

聚集無量無邊金剛智體，故言金剛界如來也。

今依施護三十卷《教王經》，示九會之來歷。





九會中，初會根本成身會組織之意者，明從初地發心，至佛果之行相，為九

會之根本，屬大曼荼羅。其中央，有一大金剛輪，表五佛住處之寶樓閣也。四方

四佛之兩側，有金剛杵隔之，表樓閣之八柱。八柱莊嚴之內，有五月輪，此名五

解脫輪，所以表五佛解脫地也。此五解脫輪中，各有五月輪，每月輪中，有蓮花，

表本有功德。此蓮花上，五佛十六尊等居之。而支持此寶樓閣者，則依地、水、

火、風，四天神之力。四天，表四輪。然本有五輪，因空輪無礙故略之。次第二

重，賢劫千佛等，集於寶樓閣之廊廡，乃五佛示現之化佛也。次最外一重，名外

金剛部，乃護世諸天之首領，二十天所居之地。此樓閣中央大日如來，於四方各

現一佛，東現阿，乃至北現不空。此四佛又各有四親近，稱曰慧門十六尊。同時

此所現之四佛，為欲供養中央大日如來，故於大日四方，現出金、寶、法、業之

四尊，稱曰四波羅蜜，女菩薩形。大日如來，為欲酬答四佛之供養，故於四方四

佛之側，又現嬉、鬘、歌、舞之四天女。四佛更欲酬報大日故於第二重四隅，示

現香、花、燈、塗四天女。大日如來，為增加威光。於四方四門，示鉤、索、鎖、

鈴之四攝天女。此四攝、八供及四波羅蜜，為定門十六尊。定慧各十六、加五佛，

共稱三十七尊。此乃能現大日與所現四佛，相互供養之妙諦，意味深長，當就阿

闍梨開示之。



第二三昧耶曼荼羅者，位於九會之東方，用塔、杵珠等標幟、印畫，而代表

成身會之尊形者也。此種種標幟，皆各尊自證、化他之本誓相狀，稱為三昧耶。

使眾生一睹塔婆，即知為大日。一見蓮花，知為彌陀也。

第三微細會者，即法曼荼羅，位於東南，其圖大抵等於成身會，特各尊皆畫

入三股杵中。其所以名微細者，古來多家臆測，未見的準。今幸西藏譯金剛頂經，

疏釋明了故特引之，公之後世。言微細者，謂智如金剛，不可破壞，且微細，非

眼之能見。此微細智，分之，則無盡無數，總括，則如來體性智也。

第四供養會，為羯磨曼荼羅。在南方，以其各各表現，供養承事之事業故。

供養有四種，謂菩提心供養、灌頂供養、法供養、羯磨供養。此四各分四種，為

十六供養。即四方四親近，所現之事業。四方四佛與中央大日，相互供養。今欲

令行人入此觀法，故說此會也。

第五四印會，在西南方。此乃統合上四種曼荼羅，使不相離之義。

第六一印會，唯一大日身，表示四曼，會歸一實之義。



以上六曼，為自性輪身之曼也。

第七理趣會，以統領五智之金剛薩埵為主。首五智冠，右手五智杵，左手五

智鈴，是為正法輪身。

第八第九，降三世為主，乃大日心中之金剛薩埵，所現之教令輪身，欲調伏

剛強之大自在天等，以大悲心，現忿怒相也。

次言九會之名稱。初三會有三說不同。

第一說者，以中央第一會，顯羯磨具足之身，故名羯磨會。第二、三說者以

中央第一會，為餘八會總體，故名成身會也。言胎藏界者，應云：大悲胎藏生曼

荼羅。以從大悲生故，世尊得一切智智己，以大悲力，示現三業無盡莊嚴藏。隨

種種有情根性，教化攝引，令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以眾生

菩提心，如蓮花種子，在堅殼中，已具枝條花葉。從此行大悲萬行，如以眾緣，

日夜滋榮。迨方便究竟，如花既成熟已。於日光中，顯照開敷。故能如大日，以



大悲方便，現作三重眷屬，是名大悲胎藏生曼荼羅也。《大日經具緣品》所說，

白壇九位，支分生，嘉會，三大曼荼羅，為示身無盡莊嚴藏。《轉字輪品》所說，

法曼荼羅，為表語無盡莊嚴藏。《祕密曼荼羅品》所說，三昧耶曼荼羅，為說意

無盡莊嚴。但胎藏現圖曼荼羅，以具緣品為基本也。中台與第一重，為菩提心德。

第二重，大悲德。第三重，攝化方便德。《大疏》云：從佛自證，現八葉中台身。

大日住中台，四佛四菩薩住八葉，合有九尊，表眾生八瓣肉團心。示阿字本不生，

顯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之理，故為胎藏之總體。其他十二院，為別德。從金剛密

印，現第一重金剛手等諸內眷屬。從大悲萬行，現第二重摩訶薩埵諸大眷屬。由

普門方便現第三重一切眾生喜見隨類之身。若以輪王灌頂比之，則第三重，如萬

國君長。第二重，如朝廷百僚。第一重，如宗枝內弼。中台，如垂拱之君。故華

台常智，為大曼荼羅王也。若從本垂跡，則從中台一一門，各各流出第一重種種

門。由第一重一一門，各各流出第二重種種門。由第二重，流出三重，亦然。若

行因至果，則第三重，引攝成就，能通第二重，乃至第一重，引攝成就，能見中

台藏也。

十三院中，第一、八葉院，前已說明。

第二、上方遍知院，表諸佛遍知之德，及能生之德。

第三、北方觀音院，表如來大悲，下化之德。

第四、南方金剛手院，表大智上求之德。

第五、下方持明院，表折伏、攝受二德。

第六、上方釋迦院，表方便、攝化德，以智悲二德，現為釋迦身，度眾生也。

第七、南方除蓋障院，表由金剛之智門，除眾生蓋障。

第八、北方地藏院，表由觀音之悲門，救九界之迷情。

第九、下方虛空藏院，表悲智合一，包藏萬德，滿眾生願，授一切寶，兼智

德，而以福德為本。

第十、上方文殊院，表大日之智慧，能斷戲論，兼福德，而以智德為本。金

剛手院，雖為智德，然彼為本有實相之智，此為修生之智，觀照之智。

第十一、下方蘇悉地院，表二利成就之德。

第十二、外金剛部院，表隨類應化之德，與聖凡不二之理。

第十三、四大護院，現圖略而不出也。



又上云，胎藏曼荼羅，以具緣品為基本者。因曼荼羅，有三種不同。謂經疏

曼荼羅、阿闍梨所傳曼荼羅及現圖曼荼羅三種不同。經疏曼荼羅，即大日經三處

所說。其第一具緣品所說者，又有三種曼茶羅。



《轉字輪品》，說綵色曼荼羅。《祕密曼荼羅品》，說祕密壇。皆較《具緣品》

所說者為深。蓋彼為漸機，故分七日，作成壇場，為弟子傳法灌頂者也，以上兩

部分辨已竟。今更互明兩部事義差別。胎藏以蓮花為體，即眾生心中，八瓣肉團

形。於此處建立壇場，故曰胎藏。金剛界以五股金剛杵為體，五股表五智，即大

日三昧耶形。於五股金剛上，建立壇場，故云金剛界。又胎藏界從眾生煩惱欲處

起，金剛界從遮那佛果智上起。故胎藏為生界本有，屬理，故諸尊住於蓮花內之

月輪。蓮花，理也；月輪，智也。智住理內，表不二也。金剛界為佛界修生，屬

智。故諸尊住於月輪內之蓮花。理住智內，亦不二也。又胎大日住中位，表橫平

等。金大日住一印會頂，表智，豎差別也。又胎藏大日種子為字，住法界定印。

金剛界大日，種子為，住智拳印。亦理智之分也。

然則金剛四方四佛，與胎藏四方四佛。名號方位，何以不同。如胎藏界，改

東方阿閦為北方天鼓雷音，改南方寶生為東方寶幢。改北方不空為南方開敷華王。

西方彌陀則不改耶。此蓋言諸佛方便，非實滅度，以此土滅，現往他方。如釋迦

雙林滅度，常在靈山。故方所不定。西方彌陀，所以不改者。彌陀無量壽，滅度

無期，故不改也。至於方位，則兩部東西相對，胎為東，金為西。因萬物發於東，

而成於西也。若將兩圖上下置之，胎上、金下，則西與西逢。金上、胎下，則東

與東遇。 胎左，金右，則南與南合。金左、胎右，則北與北會；是亦不二、不

離之義。

又四方四佛，隨義轉用。如大圓鏡智出東方，表菩提心，萬行之首。故胎藏

以寶幢佛為菩提心，幢旗之義。又東方金剛堅固自性身，故金剛界以阿閦佛表金

剛不動義也。平等性智出南方，表菩提行，修萬行故。胎藏以開敷華為萬行開敷

之義。又南方福德莊嚴聚身，故金剛界以寶生，為福德義。妙觀察智出西方，表

證菩提，故胎藏以彌陀為證菩提。又西方受用智慧身，故金剛界以彌陀為智慧義。

成所作智出北方，表入涅槃，故胎藏以天鼓雷音為任運成就義。如天鼓無思，而

成事業故。又北方作變化身，故金剛界以釋迦為變化義。又北方成就事業，決定

不空，故以不空表成事智。此皆轉用如此，不可疑也。

又胎藏界外金剛部天龍鬼畜等，與金剛界外金剛部二十天，其有優劣高下否

乎？解曰：胎藏乃業報實類之身，非佛示現。金剛界外部，乃如來欲使實類業報

之人，覺知自身，為如來所現之相。故如來現此內眷屬，影同彼業報耳。故胎藏



外金剛部，為所化之迷者。金剛界之外部，乃能化之覺者。優劣自顯矣。

又胎藏界屬理，而理從智入，故其門為金剛門。金剛界屬智，智從理入，故

金剛界有蓮花門。其蓮花門，唯四印會、一印會、理趣會，三會有之，餘六均無

者，舉蓮花座，即兼門也。

又天台密教，認為兩部大日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東密則不但法化有殊，

而於胎藏大日一尊，猶有加持、本地之爭，至今論議不息。其爭論之點，即因《大

疏》。蓋《大疏》解薄伽梵為本地法身，而釋如來是佛加持身，爭論由是而起。

今分別論之，使知爭論之梗概焉。

言加持義者，加被，任持。加者，佛之大悲日影，現眾生心水，曰加。而行

者心水，能荷佛日，名持。加為諸佛護念，持為行者自行。《疏》云：如父之精，

入母隱處時，母之胎藏，能受持種子，長養不失也。此但就佛之大悲加被眾生而

言。若以眾生信心之力，動佛之大定，佛能任持，是能所互具，則又有同類加持、

異類加持，或人法加持，人人加持，又同時加持、異時加持之別。此佛與彼佛，

三密互加，曰同類加持。眾生與佛，三密互加，曰異類加持。人與諸法互加，如

心淨土淨等，是人法加持。人人加持，法法加持，例之可解。又行者手結三股印，

口誦禁穢咒，一念住於物體清淨之心，以加持諸物，則其物隨心即淨，如加持香

水、病人等。言同時、異時者，誦真言時，即以契印觸於被加之所，曰同時；先

誦真言已，而後持觸於物，如用土砂等散於塚間，為異時。今言如來加持身者，

依自證派人說，則加持身乃四種法身中受用、變化、等流之身，其位在曼荼羅外

三重。依加持派人說，則於自性身中分本地身與加持身，而位在中台。自證派學

者，引疏文如來是佛加持身，其所住處名受用身。釋云：如來者，是佛之加持身，

其本地身所住之處等。此則是能現之本地法身住於所現加持身而說法也。加持派

學者則云：如來者，是佛之加持身。其加持身所住之處等。此則於大日分本地身

與加持身二種，本地法身不能說法，其說法者乃加持身也。此與各宗法身不說法

者相同。依自證派，則加持身但爲相待之佛身；依加持派，則於絕待中又分相待、

絕待，加持身，即絕待中之相待佛身也。日本東密之新義、古義分派，即在此加

持說與自證說之意見相左，而各立門戶也。主加持說者，始於根來山之賴瑜師。

彼謂大日如來之加持身，於加持門而說《大日經》，與自證派謂大日如來本地身，

於自證極位說《大日經》者相反。其理由，蓋言《大日經》屬於實相論空門，與



《金剛頂經》屬於緣起論者不同。故《大日經》凡有所說，皆入阿字門。《大疏》

敷闡其義，謂此自證菩提出過一切心地，現覺諸法，本初不生，是處言語盡竟，

心行亦寂。賴瑜法師尋疏本意，謂加持身者，曼荼羅中台之尊也。以本地無相，

言說永絕，應以加持身為今經之教主，故云中台之尊也。又此加持身即自性身，

與受用等之加持身不同，故云具身加持也。然古德不知自性身中有加持身，或說

云本地身，自證會，而害經疏自證無言之文。或說云，他受用身、變化身，而同

於顯教三乘一乘之佛，隱疏家深旨，失宗家本意，良可歎也（疏家指無畏、一行，

宗家指弘法大師）。當知以是中台之尊，故不壞大師自性身說法之義，以是加持

身，故不違疏家神力加持三昧之說。古之學者雖云《大日經》為絕待之本地法身

說法，而《大日經》原為兼存有相說，為劣慧者說法，故不得云說者聽者以上不

落於相待界也。然為別於顯教，故不云大日如來所現加持世界之受用身等說法，

而於能現大日如來之絕待界中，分相待（加持身）、絕待（本地身）以定為大日

經教主。則其說巧妙，無以過焉。今將新義、古義、台密，所說大曰經教主差別，

列於後。



又自證說者云，真言非投機之教，故自性身自說。蓋自性身，不見迷悟之異，

十界皆住於自性之位，四重曼荼羅誰為能化，誰為所化耶？只以各演自證之法門，

為說法故，以疏主釋經中主成就文，為本地法身，非授他之教門也。若加持身說



法者，則是授法於加持世界之眾生，為隨他意一分所攝，失法身說法之本旨矣。

但經疏有加持說法之文者，乃是加持世界之加持身說法，非言自證會之加持身也。

而加持學者，駁之云：經疏始終云自證位不說法。若如來住自證位時，眾生不蒙

益，故住於加持三昧，而說今經。所以稱為《神變加持經》也。且疏設譬云：譬

如國王，若有政令，必先出居外朝，制斷刑賞，此正顯出於加持門之義也。若自

證極位說法，何故疏云：如來本地身，絕方處，非有心之境，唯佛與佛，乃能知

之。為念本誓，開大悲藏。普利眾生，故以加持神力，普現身口意，遍滿生死中，

即是方便。若離方便，如來本地，尚不可說，何況示人乎。況自性身上，有自證、

化他之二分。就化他義邊，名加持身，仍不改自性可云與本地等也。然台密安然

大師，主張三身一體，不特無加持本地之別，而尤不論釋迦、彌勒也。蓋彼立一

佛，一時一處一教，以十方三世，無二佛故。但是大日如來，內證諸身。在自受

法樂時，名自受用。或令他受用，或應化隨類。如此諸身，與大日一體。故引《絹

索經》云：三身一體皆平等，毗盧遮那自性身。又《瑜祇經》云：大日如來與自

性所成三十七尊，俱住菩提心殿中。《禮殲文》云：三十七尊並是法佛現證，菩

提內眷屬，毗盧遮那互體。又《普賢觀經》云：釋迦亦名毗盧遮那，遍一切處。

《涅槃經》云：我今此身，即是法身。故說大日經者，即釋迦身也。以上略辨佛

身竟。

四辨佛土者，夫眾生以業力，而感依正，諸佛以願力，而現身土。世間凡夫，

唯知印度，是佛出處，且不信三界，何能信三界外淨土乎？此不必論，若三乘各

宗，身土互異，今試辦之，通有三土、四土之說。



華嚴明世界海，因陀羅網，主伴無盡，圓融無礙。所謂一質不成，淨穢盈虧。

異質不成，一理齊平。有質不成，搜源則冥。無質不成，緣起萬形。故與奪圓融，

無有障礙。是以淨穢域絕，不可言一。理唯一味，不可言異。冥同性空，不可言

有。隨緣成立，不可言無。又此四句，一向遮過，實則即異即同，即有即無。若

互相形奪，則一異兩亡，有無雙寂。若圓融無礙，則即一即多，即有即無，有是



無有，無是有無。多是即一之多，一是即多之一。有無，即理事無礙。一多，即

事事無 礙。由此重重，故華藏剎海一一塵中，皆見法界。廣如玄文，四句六句

示之。若真言宗佛土義者，有三種。



密嚴國土之說，見《密巖經》、《瑜祇經》。為兩部法身之依處，即三密莊嚴

之道場，大曼荼羅也。密嚴經云：今此世界，名曰密嚴，是中菩薩，悉於欲、色、

無色、無想、有情之處，以三摩地力，生智慧火，焚燒色貪，及以無明。轉所依

止，得意成身，神足力通，以為嚴飾。又云：欲色無色界、無想等天宮。如來迴

已出，而往密嚴住，依自難思定，現於眾妙色，色相無有邊，非餘所能見。《瑜

祇經》曰：唯此佛剎，盡以金剛自性清淨，所成《密嚴》、《華嚴》、《菩提心論》曰：

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菩薩功德法故。若修證出現，則為一切導師。若歸本，則

是密嚴國土，不起於座，能成一切佛事。次言法界宮者，胎藏界大日如來之宮殿

也。具云：廣大金剛法界宮。在摩醯首羅天。疏云：大無邊際，廣無數量，金剛

比實相智，絕言離過，不變不改，故名金剛。言法界者，廣大金剛智體也。此智

體，即如來實相智身，以加持故，即是真實功德，所莊嚴處。言在摩醯首羅天宮

者，即淨居天。然有二處：一、第四禪，五種那含所住之處，名淨居天。過是以

往，有十住菩薩住處，亦名淨居天，號曰大自在天王是也。今此宗明義，以自在

加持，神心所宅，故曰自在天王宮也。謂隨如來有應之處無非此宮，不獨在三界

之表也。言金 剛心殿者，具舍言不壞金剛光明心殿，乃金剛界，大日所住之處。

《瑜祇經》云：一時薄伽梵，遍照金剛如來，以五智所成，四種法身，於本有金

剛界，自在大三昧耶，自覺本初，大菩提心，普賢滿月，不壞金剛光明心殿中，

與自性所成眷屬金剛手等、十六大菩薩及四攝行天女使金剛、內外八供養金剛天

女使等。釋云：本有金剛界者，法界體性智也。自在大三昧耶者，妙觀察智也。

自覺本初者，平等性智也。大菩提心、普賢滿月者，大圓鏡智也。不壞金剛光明

心殿者，成所作智也。以能住佛體，即五智故。所住宮殿，亦五智法界，是即眾

生本有心殿也。此外更有帝釋巖，人間淨土，乃對機之土，非佛身土也。在摩竭

陀國，帝釋嘗於此請疑問佛，佛即為說《帝釋所問經》，謂彌勒菩薩，今在窟中。

《西域記》九曰：因陀羅勢窶訶山，唐言帝釋巖，其處在摩竭陀國，菴沒羅聚落

之北。其山巖谷杳冥，花木蓊鬱，嶺有兩峰，岌然突起。西方南巖間，有大石室，

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慈氏菩薩，今在彼入三摩地，名最上莊嚴。宋施護

譯有《帝釋巖祕密成就儀軌》，乃佛為金剛手所說，面見彌勒作法。今西藏所傳

香巴拉國、人間淨土，即此類也。以菴沒羅，香巴拉，音既相通，而地處亦在北

方也。又行者修法時，作道場觀，身土齊觀，而實身土不二也。《大日經三昧耶



品》云：諸尊有三種身，所謂字、印、形像。字有二種：觀於字義，或觀種字，

皆是也。種字者，從一字，能生多，故名種 字。如一一佛，所證功德法門，有

多字詮之。以一字為源，出生多字，即以根源之一字，為法種字。如阿佛，證菩

提心門。寶生佛，證福德門。若以語言，喚吽字時。人聞此語言，即推其所詮，

思惟而欣求之，方得顯現，故言種字。若無此種字，則眾生無由聞佛德，何能發

心修行。是以觀諸尊時，先思惟種字字體，字義也。次觀三昧耶者，以諸尊誓願

不同，隨其本誓，於所住門，各於形色，表其功德，是云三昧耶。如阿，表堅固

菩提心門，不傾動故，心中現五股金剛杵。寶生，住福德門故，以寶珠為三昧耶

形，故於種字之次，觀本誓願也。後觀羯磨身者，本誓滿畢，事業方成，故後觀

事業成辦之尊形也。又以三身配者，種字，是法身。三形，是報身。尊形，是化

身。諸尊皆由此三身，出世利生，故諸尊皆作三種觀也。又一一字、印、形，皆

有深祕解釋。即如大日種字 字，本作無解，以為種字，表無生理，是淺略釋。

若 字是佛心法，以不生義加持，故為種字，能生佛身，是深祕釋。若 字是大

日三密，遍滿虛空，無所不至故，以此為佛身，是深中深祕釋。若 字是法如如，

如如智，隨緣法相，是本住法界，證法性位。故以此為理智法身，是祕祕中深祕

釋也。又三昧耶形，率堵波，地方、水圓等五大所成。為以手印，表此義故，定

慧和合，以成其形。地水火指合立，風指如半月，空豎如輪，成率堵波，是淺略

義。若此手印及塔，是佛心法。無量劫中，加持所持，故持此印，即持佛心，是

深祕義。若此手印及塔，是大日三密所成，若情無情，當體法身。故持此印，即

持法身，是深中深祕義。若印及塔，皆法如如，如如智，隨緣法相，故持此印，

即持理智，是祕祕中深祕義。又尊行若以顯色、形色、七寶、木石、雕繪、鑄印

大日尊像，表大日法身，是淺略義。若此像，是佛心法，無量劫中，加持所持，

故有效驗，是深祕釋。若此像，是大日三密所變，即是當體法身，是深中深祕義。

若此像，是法如如，如如智，隨緣法相，是祕祕中深祕義。如大日種，三尊如是，

一切諸尊，亦復如是。又作道場觀時，觀五大種子字，而成立世界，樓閣莊嚴等，

亦有淺深重重之觀。今不能詳說，須學法灌頂後，方可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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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有一極隆重，而最莊嚴尊貴之事業，即灌頂作法是矣。所謂挹法身授受

之遺風，傳聖智內證之徽猷，以金剛遮那 鍐字之瓶水，而灌於大悲胎藏薩埵本

有之寂頂，用以除無始輪迴之惡業，顯本有性德之佛體者也。雖理觀出乎自心，

而事儀不可或闕。今國內僧眾，以楞嚴大悲等咒，為日常功課，其平日為人祝禱，

又以水陸焰口為最要法事。昔者密部絕響，或謂無人傳授，而隨意自作，無知誤

犯，似猶可原。然今日研習真言者日眾，人人皆知密咒，非經傳授不可。苟猶沿

習妄作，則在法難恕，不但誦之無功，反招大咎，在人為我慢貢高，盜法師心，

墮無間獄。佛之誠言，豈欺我哉。更有一類擔麻棄金之輩，謂昔人有誦嘛呢叭彌

牛，而得感應，後改誦嘛呢叭彌吽，而反失效者，豈必待師傳，而後可乎。甚矣，

此即我慢之為障也。夫彼思想簡單，偶爾得驗者。譬之貧鄉得病，醫藥難覓，於

無可設法之時，隨意針炙，偶或得效，是豈治療之正途耶。若謂念牛者，不必改

吽，豈受皈依時，不必翻邪而歸正耶。又有人謂誦大金剛輪已，即可隨意念誦，

不必灌頂。是又如自檢湯頭，不求良醫，終必枉死也。夫密教規制，不特真言祕

咒，須經傳授。即一切經典，有義文字，若未經師傳，而誦，皆稱盜法。

故加行時，《心經》、《普賢行願》等，一切顯教經典，均在傳授之列也。夫

經典文字，誰人不識，而必需經此有相之儀式者，蓋以字相雖人人可識，而字外

深義無窮，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世間諸子百氏，陶冶百工猶有師法。況出世金言，

而可以凡心度之哉。一句彌陀，帶業往生，世間恐無此易事，時師亦以此誤人。

然一經密授，實有可能，故不可以灌頂為有相事業，而忽之也。但灌頂之種類不

一，要在阿闍梨因機而施設也。機者何？即依如來加持，而得發動，或因自己善

根，而發動者，曰機。機分二類、三類、四類等。



此三為真言正機，雖大小頓漸有殊，而以發心即到為正中正。當蒙師開示之

時，能體解本自色心實相，即是發菩提心，捨此心外，更無所求之果。故諸機，

皆為發心即到機也。阿闍梨若遇大根大器之人，堪紹大日覺王之位，延三密現證

之脈者，即為之舉行儀式，使登大阿闍梨位，擔荷密教慧命，故兩部大經，實專



為此儀式而說也。在未舉行傳法灌頂以前，欲使初入門之弟子，練習加行，故在

四度傳授時，皆有淺略之灌頂作法。迨昇大阿闍梨職位時，其作法印明等，則為

深祕，而詳備之大事業矣。若夫灌頂儀式之起源，本由印度國王即位之禮，轉藉

而來，梵語所謂 （Avisaika）阿毗寫迦或 （Abhisainca）阿毗醒遮者

也。但佛教灌頂有顯、密二種，顯教灌頂，乃九地菩薩，登第十法雲地時。作法

王子，受職灌頂之儀式。如《華嚴經十地品》云：爾時諸佛，及諸菩薩，知某世

界中，某菩薩，能行廣大之行，到受職位，乃至墮在佛教，如轉輪王之太子，是

正后所生，而身相具足。王乃使之坐白象妙寶之座，張大網幔，建大幢幡，燃香

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瓶內。王執此瓶，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

職位。菩薩受職，亦復如是。以諸佛智水，而灌其頂，名為安住法雲地。又《賢

愚因緣經頂生王品》云：諸附庸王，勸頂生太子，紹國王位。頂生答云：若吾有

福，應為王者，要令四天迎授，方可登祚。立此誓已，四天即下，各捉寶瓶，盛

滿香湯，以灌其頂。次言密教灌頂者，甘露法水，灌佛子頂。紹法王位，證誠儀

式也。又其灌頂時，令弟子投花於壇上，以覘其所得何尊，即與何尊相應，受持

何尊行法。《瞿醯經》云：花若墮於佛頭頂上者，當知成就佛頂真言，乃至墮於

佛下身分，當知成就使者真言，自餘諸尊，但知上中下品成就。若花墮處，去彼

尊遠，當知久遠，方可成就。花若墮於兩尊中間，則取其近尊。花若墮於內院，

卻又超出外院者，當知此人，信心不具，乃至三次，為作護摩，擲花不著者，則

須擯出。然投花之意，亦有所表，乃以因花，投於果地，又以迷界，背覺合塵，

今則背覺合塵之意也。《大日經轉字輪曼荼羅行品》云：次應召弟子，令住法界

性，大蓮花王中，以四大菩薩。所加持寶瓶，結支分生印，而用灌其頂。《大疏》

云：若灌頂不成，則不合聞真言，及印等。譬如世間王種，欲繼位時，取四大海

水，灌太子頂已，大聲三唱，汝等當知，太子已受位竟，至今以後，所有教敕，

皆當奉行。今如來法王子，亦復如是。為令佛種不斷故，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

之頂，從此以後，一切聖眾，咸所敬仰，亦知此人，畢竟不退，無上道心，定紹

法王之位。不空法師《表制集》云：毗盧遮那，包括萬界。密印真言，吞納眾經，



是詣極之夷途，為入佛之正位。頂為頭頂，表大行之尊高。灌為灌持，明諸佛之

護念，超昇出離，何莫由斯。次言灌頂之利益者，《玉呬經》云：凡蒙灌頂，諸

彿菩薩，皆悉加護，所有真言，悉皆成就。一切天神，不能損害。皆生恭敬。在

生死中，不墮惡趣，不生貧賤家，為人嫌惡。恒憶宿命，多饒資財，常生天人，

恆遇佛世，於菩提心，曾不退轉。次言灌頂之種類者，各經不同。





夫機不論深淺，法不論大小，必須如法授受。若漫授漫受，皆名越三昧耶罪。

故《觀智軌》曰：一一真言，當親稟受，若擅作者，名越三昧耶。或不經傳授，

而唸誦。或向未灌頂人說密咒，皆得越法罪。同於謗佛，決定墮於惡趣。《大疏》

云：大乘密教，當如法相承，若授受失宜，即是專擅自恣，而越法則。若以各種

灌頂配《大日經》五種三昧耶者，如下。



印法灌頂者，但以印法作之，無諸作業，此為大器之人，乏於資財者為之，

不得多人一例，恐資力能辦者，生怠慢心也。事業灌頂者，有廣有略。《具緣品》

七日作壇，是廣。《轉字輪品》是略。但皆盡其所有，作無盡供養，使福施無窮，

故須勸彼，令作也。以心灌頂者，不擇時方，其師先入淨室，而住三昧，希身中

支分，作四重壇場。如是作已，以祕密加持力，使先在外而待命之弟子，自然而

得金剛手菩薩之加持，並引之入室，睹曼荼羅諸尊之位，宛然現前。復以加持力

故，手中自然蒙授妙花，而以供養大眾，隨所墮本尊之處，其尊即起，以妙音聲，

安慰攝授，更取一一諸尊處，甘露三昧之水，而灌其頂。爾時阿闍梨，但坐一處，

而入三昧，寂然不動，而能成就，如是勝事也。言本尊灌頂者，以金、銀、銅、

瓦瓶等盛香水，置五寶，而灌本尊之頂，令本尊增加威力，速得悉地也。次言阿

闍梨之種類者。

一尊持明者阿闍梨，「十八道一尊行法等，如觀音法阿闍梨、藥師法阿闍梨

等。」





次言弟子之可授與否？須以下十種法驗之。經云：傳法人，當善識根緣，方

免獲罪。若所傳非器，有玷法門，則受者無罪，而授者獲愆也。

一、信心堅固：具大乘信心，好樂深法，渴仰三寶，奉教不違，菩提心堅固

不退，無見異思遷之習。

二、種性清淨：若微賤出身，性習弊惡，使流通大法，則生他人輕慢，若但

結緣，則非所病。

三、智性深利：無邊佛法非劣慧所堪，故須大器量人乃可說之。無麤惡語，

善解法事，心不散亂。

四、遠離慳吝：必須財法俱捨，無貪愛心，常樂寂靜，不戀繁華。

五、無諸殘疾：六根猛利，人見之，不生毀辱，而起信仰，悉地亦易成也。

六、端正年富：相好威嚴，無長短肥瘦之嫌，通體圓滿無缺，精力強壯，能



荷大法。

七、精進無憍：難行難忍之事俱能行能忍，無瞋恨心，言語柔和，無處眾畏，

亦無我慢自矜之習。

八、持戒無偽：少欲知足，有慚愧心，非從外道，為盜法而來，誠實無虛，

正直無偏，亦無詐佞之容。

九、大悲深重：內有德行，外利眾生，忍辱慈祥，願力高大。

十、具正知見：惡見諂曲，撥無因果，或先習邪法，餘習難改，皆非其器。

又传法灌顶弟子人数，经中不得为三六九人灌顶作法。若遇三六九数时，可

加一假受者。又《大方等陀罗尼经》：不得过十人以上，倘过十人，当别作法。

盖谓过此以外，恐阿闍黎心量难周耳，若结缘则不限也。又俗人受灌顶者，如《苏

婆呼童子经》云：除俗服外，皆如比丘禁戒，否则一印一明不轻传授。《略出经》

及《教王经》：不简择器、非器。而《大日经疏》云：是中有二种弟子。若求传

法弟子，则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若结缘弟子，则举手低头之善，无所不取，多

多益善也。又密教真言，向未灌顶者不得说一字，故一印一明，亦须灌顶，若随

部别尊灌顶，则称受明或持明灌顶。弘法大师述遇青龙寺灌顶颠末云，授我以发

菩提心戒，许我以入灌顶道场，沐受明灌顶再三焉。受阿闍黎位，一度也，肘行

膝步，学未学之法，稽首接足，闻难闻之教。盖古时学道未圆者，不易浴传法灌

顶。故持明、学法、受法、受学等种种灌顶名称皆随部随尊行法之各别灌顶也。

此种灌顶，一生不限其遍数。若传法受职，则一次已足。譬之封侯拜相，其职位

可晋，而人主之尊，则无再进也。

次论三昧耶戒法。盖灌顶之前，有受戒之事，所谓三昧耶戒，亦名发菩提心

戒。三昧耶，名为本誓，亦名时，亦名期契。海会诸尊，有各种所持之物，形相

各异，皆为示其本誓，世称三摩耶形，或略云三形。《大疏》云：三昧耶，有平

等、本誓、除障、警觉四义。《秘藏记》云：众生有结诵真言契印者，佛虽住法

界定中自受法乐，然以不敢违越本誓愿故，必须警觉，而影向护念行者也。如国

王自造法令，不敢违犯，令他行之，是本誓义。众生蒙佛加持，突破六尘之淤泥，

出现自心之觉理，如春雷响而蛰虫出，是警觉义。知自己与佛无差，是平等义。

以加持故得益，是除障义。夫显教五戒、八戒、具足戒等，皆方便调机所为。今

真言受灌顶时，须先受此平等戒，俾可学习如来相好威仪，然后升授职位也。此



戒以何为体？如《菩提心论》曰：胜义、行愿、三摩地为戒，乃至成佛，无时暂

忘。盖此戒是成佛之正因，菩萨之生命，必须坚固恪守，以断恶修善也。《大疏

释持明禁戒品》云：何谓佛戒，即是常住于等引也。以三平等法引摄一切功德，

归于自身，名曰等引。又定慧等合为一，名为等引。能住于我身，即同本尊之观，

乃至等引，即是住佛戒也。又云：从初发心乃至戒及业等，皆等同于佛，和合一

味，离一切相，此戒即是佛戒也。若行者分别此是戒，此是持者，此是所持法，

以此不真实故，有所得故，即非持佛戒也。台密安然和尚云：真言四种曼荼罗尊，

一一皆有所持之戒。中台第一重，持四根本、秘密十重戒。第二重，持菩萨十重、

四十八轻戒。第三重，持三乘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及人天五戒、十善俱。入真

言门者，初受三世无障碍戒及三摩耶戒，然后遍持自行化他一切戒品，以为与显

教别也。其他开示真言戒法之处，如无畏之《禅要》、《苏悉地经》等可寻读之。

次言灌顶之时两部次第，有先胎后金，先金后胎两说，各随阿闍黎意趣而定也。

东密野泽二流，皆以初夜、后夜禀受两部大法为传法原则。台密，则初日午后行

第一许可坛，至晚行忏悔文与取水式，第二日午前行第一三昧耶戒，午后行第三

胎，第三日与金合行，是夜行第四瑜祇灌顶与第五秘密灌顶，逮翌晓二时始毕。

此东台两密不同之处。然昔人又有三部相承之说，即两部外加《苏悉地经》为一

部也。《海云血脉》等，于惠果弟子三部大法相承中，亦加入弘法大师。昔兴教

大师曾辨云：两部三部，不过配立不同耳。若云两部者，理智本有之法体，妙成

就者，修生之极位，则本有外，无别修生。弘法大师本此义故，以两部理智本有

为宗旨，而不别存苏悉地法。然后来入唐之宗叡等，从法全和尚受三种悉地法，

于是三部相承之说渐兴。但各据一义，不可矛盾相攻也。若传法灌顶，作法终了

之后，有授印可血脉之惯例，此中意趣甚深，不可俱说。又无论传法、结缘灌顶，

下列诸事大致相同。

一灌顶道场圆 二各种加持作法 三两界系牵曳式

四八流幡悬式（并幡图样） 五系縒作法（并合香药法） 六教授作法

七宿曜吉凶选择法 八三昧耶戒场图 九灌顶道具图

十声明赞德次第（钹谱）

再言传法灌顶之印明、印信等。东密野泽相承，或一或异，并无一准。故泾

渭流分，野泽路异。但此一异之分，本为一法左右，核其实义，毫无乖违，新义



古义，其理一揆也。言印者，梵语母陀罗，即标章之义。又印持、忍可，或决定、

不改等义也。慧琳《音义》云：印者，执政者之所持信也。佛经言印，有显密之

别。显教小乘，唯无常、无我、涅槃为三法印。印定其说，即是佛说。若无此三

法印印之，即是魔说。如世公文，得印可信，故名三法印。此是简别外道之三法

印。若大乘，以六波罗蜜为六种印，是简别二乘者。然密教之印，即手印、契印

之义。此由十指屈伸离合而表徴其心理者也，故称手印。若诸尊本誓之标帜，如

刀轮羂索、金刚杵等三昧耶形，称为契印，又云身印。又依密印品，尚有十二合

掌，六种拳，共称为十八印母。以其能生种种手印，故此皆以有相身形而言。若

研讨印之实义，则更通无相。如《大日经本尊三昧品》云：诸尊友三种身，所谓

字、印、形像。乃至印有二种，所谓有形、无形，或有相、无相。相是色义，即

有像无像也。又形是青黄赤白等色，方圆三角等形，屈伸坐立及所住处之类也。

又有形之印，由身形出。若能契达印之实义，则虽无身形之印契，而契无相之旨、

无相之印。经云：从如来信解生。当知此印是菩萨之标帜，谓以此方便，示如来

内证之德，故云标也。若阿闍黎，明解瑜伽，凡有所作，皆为利益，调伏众生，

随所施为，无不随顺佛之威仪。是故一切身，所有举动施为，无不是印也。《大

疏》云：此印从何生？谓如佛所生处，印亦如是，从彼生也。所以者何？一切如

来皆从佛性种子菩提心生。当知一切印，亦从菩提心生也。由菩提心，生法界印。

故是诸尊各自不违内证之本誓，行者结一尊印，住一尊三昧时，即能契达本尊之

誓，成办本尊悉地。故《大疏》云：又当久修瑜伽之行，净三业，体解平等，由

此瑜伽及真言并身印等加持故，即使同于诸佛菩萨等身，同于佛位。故结印利益

广大，纵一指屈伸，尚能震动法界，同会圣凡。故十指即全法界，即曼荼罗总体，

况其印有无量无边变化。无论何法，仅可由此十指，屈伸离合而标示之，或复纳

大千于一粟，其他生杀成破，一切作业，皆得遂行。印之功能大矣哉。其次言明

者，梵语毗 或 毗陀，即陀罗尼、真言之类。慧琳《音义》云：陀罗尼，此

云持明或总持。古译云咒，即是设盟立誓、不二真实之言也。共依此约，不敢违

越，名曰持盟。又持明者，谓总持一切明门、明行，乃至尽此三昧耶誓愿以来，

终不漏失，故名持明。又破除一切无明烦恼之闇，故曰明。然明与真言，义有差

别。若以口出者，名真言，从一切身分任运生者，名之为明也。又言明妃者，由

含增长义故，以女声呼之。如王以尊位，故其妃亦复尊重，故云明妃也。此明与



印，必相附随，盖口诵明，手结印，意念本尊，三业相应，而圆成各种事业也。

儒家孟子有言：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使尧而已矣。今亦如是。但

印相无量，明亦无边，言其根本，不过大率婆印与外五股而已。野泽二流，授法

之时，所言各异。盖因《大师请来录》云：谓在唐学法时，六月上旬，如学法灌

顶坛，是日临胎藏曼荼罗，作法、抛花，着中台如来身，阿闍黎叹为不可思议。

七月上旬，更临金刚界，重受五部灌顶，亦抛得大日，师惊叹如前。八月上旬，

亦受传法阿闍黎之灌顶。又云：沐受明灌顶再三焉，受阿闍黎位一度也。因此二

流，对于此文各见不同。广泽以尊一法界故，不立重位，唱初位即极之说，认弘

法大师六七两月之灌顶，即是传法灌顶，所谓即许可、即传法也。而八月灌顶，

乃无作灌顶，即以心灌顶，第五三昧耶也。所传为瑜祇大事等，最极秘印明也。

然小野则以大师领六七两月之灌顶，皆许可灌顶。如《大日经秘密曼荼罗品》五

种三昧耶中第三三昧耶，云许可灌顶，或云学法灌顶、受明灌顶、持明灌顶、传

教灌顶等，同体异名也。而此许可灌顶，皆弟子位，未成师位也。次八月灌顶，

正属传位灌顶。如《大日经》中第四三昧耶也。此即小野流主传法以前许可之通

则也。故依此而立初二三重之浅深。初授浅略之许可印明，而后重登深秘之位，

授传法印明。所谓许可者，容许决定之义，即六七两月之学法灌顶，传以大日印

明，为普门遍学之机，许其堪学诸尊瑜伽，故传法以前授许可也。次言印信者，

即师资和融之称。印，即师所授之印明，信，即受者信心，决定不改之白净菩提

心也。又信凭符契，所以验真伪、别正邪也。即受学传法之凭据，如显教受戒以

后发给戒牒也。盖以秘密大事，当正觉花台之时，持佛佛相承之法，若无印契，

师资何凭？以无印则无以鉴其真，无信即莫能去其疑也。故两部色心最秘之印信，

受法者当保护守持，甚于世之符玺也。昔禅宗六祖，得五祖衣钵，以为印信。后

以衣钵易启争夺，遂以法卷代衣钵，相沿至今，亦印信之证物也。又灌顶之后，

必加金刚名号。如《略出经》云：次于弟子本名上，加金刚字作名呼之，言我与

汝灌顶讫，以金刚名号与汝作字，汝名金刚某甲。若余部灌顶，则加莲花、宝珠

等作字呼之。其人若受阿闍黎法者，但以本所得部为名。若须改旧名者，随意所

乐，任择诸波罗蜜胜名作之。此即随五部各别，授金刚号。若受阿闍黎法者，乃

以所得密号为名。如弘法大师名遍照金刚，智藏三藏名不空金刚。又经中大自在

天号忿怒金刚，那罗延天号幻化金刚，童子天号金刚铃，梵天号寂默金刚，帝释



天号金刚器杖，皆立名之证据也。又上所云，印信符契，譬之世人产业执照。有

照必有产，今信印之产为何耶？即有所谓大事。大事者，即秘法之口诀。事相最

要之作法，认为密教真髓，不轻示人者。如世人秘藏财宝，非至有人能继续管理

者，决不轻口向人说示也。密教行轨，浩如渊海，然其面授口传之诀，未载于翰

墨者，非至以心传心时，绝不吐露人前也。凡传授轨则，乃先庄严一室，悬历代

系谱，办香花灯明等供，修略念诵法、涂香、护身法后，阿闍黎于自心月轮内，

观金界大日种子三形，自身成大日如来，冥想对于金刚萨埵，传付密法，而受者

亦于自心上观金萨之种子三形，自身成金萨，冥想从大日本尊禀承无比尊法，是

即仿效金萨在法界宫殿，从大日如来受职位之灌顶仪式也。如斯始克保持法之威

严，而贯彻秘属密授之意义。将此传受之事载之信印，使得辨别邪正而杜绝僭窃

也。



第九宗派源流第九宗派源流第九宗派源流第九宗派源流

真言宗往往論說法教主，大日與釋迦各別。釋迦所說，定是顯教。毗盧遮

那所說，是為密教。然則大日之傳授金剛薩埵，何以就釋迦在世而論耶？以金薩

受法而後，八百年中，授與龍猛，而龍猛出世，距釋迦滅度，亦八百年。寧非同

時。然則大日、釋迦，法身、化身，一耶？異耶？今謂三身一體，唯是法身，其

理決定，不可猶豫。

故聖位經云：自性及受用，變化並等流，佛德三十六，皆同自性身。故一切

應化，無非法身。大疏云：謂隨如來，有應之處，無非法界宮也。蓋以法身恆說，

無始無終，不可指其時處，故以即法性之應化身，而明即應化之法身。傳授疏云：

至論真言法教，應遍一切隨方諸趣名言。但以如來出世之跡，始於天竺，傳法者，

但約梵文，作一途明義耳。猶之一月，印千潭水，其中一潭，所受月影，即是千

潭月影，無有異也。又如一室千窗，皆見全日，吾今此身，又焉得非法身大日哉。

今言宗派源流者，夫中國之有密教，以西晉懷帝，承嘉六年，天竺三藏，帛

尸黎密多羅，來至建康，譯大孔雀王神咒經等，為初最也。其後若佛陀跋陀羅、

若羅什、若曇無讖、求那跋陀羅、達摩笈多、玄奘、佛陀波利、地婆訶羅、義淨、

流支諸師，相繼翻譯密經，然大抵屬於事相，且係雜密。其純密經典之傳來，而

正式成為一宗。則由玄宗時始也。若溯論天竺之世系，則自摩訶毗盧遮那如來，

以瑜伽無上祕密、大乘教，傳於金剛薩埵，數百年，方得龍猛菩薩而傳授之，龍

猛授之龍智阿闍梨，龍智又授之於善無畏及金剛智二人。此二師於唐開元中，分

別來華，又有大廣智不空三藏，亦於是時來華，故世稱密宗開元三大士焉。其中

無畏三藏，譯成大日經，傳之一行阿闍梨，口授義釋，而一行禪師，法流未傳，

遂爾中輟，但台密則謂傳之順曉阿闍梨矣。至於金剛智與弟子不空之法流，則傳

之惠果阿闍梨。惠果弟子中，有日本弘法大師，載法東歸，努力宏揚。同時又有

入唐八家之眾，各傳所學，乃綿延至今，枝流繁衍，而無替焉。今將台、東兩密，

祖承相異之點，分別臚列，以見其概。



傳教大師內證佛法血脈譜

此圖，胎藏血脈，直傳善無畏者，是根據大日經序所說。彼序云：此經是猿

猴傳出，而授與善無畏。參閱前經軌本據文其序，乃俗人東宮學士所撰，其說不

經，焉可憑信，諸阿闍梨，皆不許之。不知傳教大師，何以竟依之也。其金剛界

血脈，與諸家同，胎藏血脈，疑後人偽製也。



智證大師、賢師血脈圖

此依海雲傳法記載，無畏三藏云：此法從大日，付金剛手，後經數百年，付

中印度那爛陀寺達摩掬多，掬多次付善無畏，此言胎藏付法。又金剛智云：我從

龍智菩薩邊，傳得此金剛界百千頌經，此法從昆盧如來，即釋迦如來在世，以金

剛界，最上乘，傳屬普賢金剛薩埵，金剛薩埵，經數百年，付龍猛菩薩，此是金

剛界付法也。

海雲於唐大和八年，所集兩界大教王相承傳法次第記（世稱住法記）云:





海雲記云：時金剛智，知天竺國無畏三藏，解胎藏教。嘆言：此法甚深難遇。

昔於南天竺國，聞有此法，遂遊五天訪求，都無解者，今至大唐，喜遇此法。遂

請無畏三藏，求授大悲胎藏。而金剛智授無畏金剛界法，於是互為師資。若據此

說，則胎藏非龍猛傳矣。但弘法大師真言付法傳。則謂金剛智，往天竺，於龍智

所，受學兩部。而無畏傳中，又言無畏與金剛智同門，更無從彼學金剛界之言。



故海雲所傳，當是二師互見所譯之經，各從所專，以免別譯之煩，故互為師資，

受其譯本，並非二師初則各學一部，而今互傳也。又金剛智云：於開元六年中，

至西京。一行禪師，求我灌頂，聞有此法，乃令伊舍羅，譯為漢文，一行等，乃

親自筆授，一依梵本，次第而述，其意不失。此一又知一行禪師，雖云是無畏弟

子，而又從金剛智灌頂，翻經矣。

又唐咸通六年玄超所記兩界血脈圖云：



以上皆台密所承之血脈。若東密弘法大師，教王經開題云。此經，及大日經，

並是龍猛，在鐵塔誦出也。故付法傳，所列付法次第云：

金 大日-金刚萨埵-龙猛-龙智-金刚智-不空-惠果

胎 大日-金刚萨埵-龙猛-龙智-不空-惠果

其惠果阿闍梨傳中，言不空三藏，所有弟子，其數雖多，五部琢磨，不過八

員。而後淪亡相次，僅存六人，其一尊一部者，不列焉。



兩部中，胎藏界，所以從龍智直傳不空者，蓋欲彰不空，重往天竺之功也。

因不空本為金剛智弟子，但金剛智三藏臨終時，命不空重往龍智阿闍梨處乞法。

於是不空，乃復往返南天，盡攜兩部大法，再來中國，因此兩部稟承，功歸一師

矣。如付法傳云：昔金剛智，於開元中，來唐，雖云一人宗仰，不能廣流。唯我

祖大廣智阿闍梨，初受金剛智三藏，更詣南天竺，龍智阿闍梨所，囊括十八會瑜

伽、胎藏等密法而歸。

又不空出生義云：自佛以降，迭相付屬，釋師子得於大日如來，而傳於金剛

薩埵，又輾轉付於金剛智，金剛智以悲願力，將流演於中國，遂挈瓶杖錫，於開

元七載，來至上京。復傳不空，然後枝條付屬，頗有其人。又趙遷所作，不空行

狀云：金剛智，傳今之大師。雖源流派分，蓋數十人而已，宗嫡相繼，我師承其

六焉。又嚴郢影贊云：先師指金剛智既歿，和上指不空遂泛海，遊天竺師子等國，

詣龍智所，受得瑜伽十八會法，五部祕藏，三乘遺典，莫不究其精奧焉。又飛錫

所作，不空碑文云：先師厭代入塔之後，有詔，令不空和上。齎國信，使師子國，

乃至尋即授以十八會、金剛瑜伽，並大悲胎藏，五部灌頂，真言祕典，五百餘部，

僉以為得其所傳也。此東密兩部一師之由來也。

但不空重游天竺，依嚴郢謂：是遇龍智，弘法大師宗之，飛錫與趙遷，謂是

遇普賢，海雲記宗之，私意以為普賢，或為歎龍智之德，非有二人也。又東密於

兩部不離不二中，傾重於金剛界，故以無畏、一行二師，為傳持之祖，而不列於

傳法祖中。蓋以弘法所師事之惠果大師，乃翻傳金剛頂經之金剛智系也。至於台

密慈覺、智證兩大師，似乎偏尊胎藏，蓋兩師為譯傳大日經、蘇悉地經之善無畏

門下，義林玄超之系也。此台、東兩家，祖承之異，然尋本探源，其揆一也。



中國密教，自開元三大士，相繼弘揚，可謂盛極一時。然不久，即遭唐末會

昌之亂，於是儀軌，喪失殆盡，亦不敢公然，設立道場。故除不立文字之禪宗，

不假壇場之淨土宗外，其餘各宗，均就湮滅。其後趙宋之世，雖有施護法師等，

廣譯真言經與，然以其時，傳授無人，故雖有大法，不能修習。降至元胡入主，

而喇嘛密教，始盛行於華夏，但當時學習灌頂者，止限於權貴，不及民間，故其

弊未彰。漸及明代，其逐名圖利之喇嘛，遂廣事宣傳，且宗廟朝廷，大禁之內，

元虜所遺之雙身陰陽佛像等，其數甚多。留青日札云：嘉靖時，有李時、夏言二

人，在大善殿內，見有金銀所鑄，男女淫褻狀者。名曰歡喜佛，夏言題請燬滅。



於是喇嘛之教，乃歛藏數十載，迨滿洲入關已後，又見興盛。近來因東密，始由

日本取回之際，藏密亦乘時崛起，然亦只知嚴守門戶之見，高唱無上之宗，其對

於真言根本教理，均懵然不知所由，徒為正法之障礙物而已，於世無益也。

至於中國唐時，密教之傳於日本，乃因當時唐朝，聲教文物，震耀東亞，日

本僧徒，慕名來學者甚多，然成名歸國者，世稱入唐八家，即東密五人，台密三

人。 然八家以前，日本固亦有密教矣，所謂山伏是也。山伏，乃在家而奉佛者，

其祖曰，役小角，或稱役行者，又號役優婆塞。能持孔雀經，而山居岩隱者，三

十年，結蘿為衣，拾果為食，能役使鬼神，足跡遍國中，多顯神異。當有人誣奏

朝廷，欲收之，小角騰空去，乃繫其母，小角不得已，就囚，配伊豆島，三載放

還，奉母入海。今諸山多祠之，以金峰山，香火最熾，奉其教者，曰山伏，此亦

猶中國唐以前之密教也。

其入唐八家者



八人中，傳教大師，入唐最早，所學亦精。蓋天台、真言、禪宗、律門，四

種兼學，融為一貫，成為日本台密一宗，開叡山千古道場，有由然矣。但大師雖

創始一宗，而鞏固其基礎者，則為慈覺、智證、安然，三大法匠。慈覺入唐後，

歸而承宗祖傳教大師之遺業，努力於一宗之教觀，作金剛頂及蘇悉地二疏，主張

一大圓教，收盡顯密。智證大師，作大日指歸，講演法華儀，鼓吹大日與法華，

無優劣之分。至於五大院，安然和尚，始確立四一十門之新教判。蓋遠承善無畏，

近秉傳教慈覺、智證之教旨，改天台之名，而為真言宗，闢事理俱密之旨，圓密

一致之宗。至此與東密，旗鼓相當，互競雄長。有人比擬天台之荊溪，其著述比

之法華玄義。 尤以菩提心義抄、教時問答二部，為台密立教開宗之根本。教時

問答，依四一十門之範疇，示顯密各宗之分齊，悉攝屬天台一家。菩提心義抄，

則詳兩部之行相。審五時五教之義旨，與南都佛教，東寺真言，相對峙，而叡山

之法幢，至是始有穩固之根底，台密史上，占重要之位置焉。以慈覺創大體，智

證潤色之，安然完成之，降至慈惠大師，台密已流布浸廣矣。然安然至盧山流祖

之仁空入寂，四百餘年之間，又為台密事相發達之期。因慈惠大師以後，事相特

盛，遂有川谷二流之分派，以衍成台密十三流，千紅萬紫，極燦爛輝煌之觀。其

中尤以皇慶阿闍梨及覺超僧都，為著名大匠，故安然集教相之大成，皇慶集事相

之大成也。皇慶居叡山南谷，故稱谷流之祖。昔日傳教、慈覺、智證三大支中。

傳教為山家流至今猶法燈赫赫一味，照於琵琶湖畔。智證所傳，雖有三井寺流，

而今賴以傳持者，不過數人而已。獨慈覺，則分支衍派，成川谷二大流。川流起

於慈惠之弟子，覺超，以居叡山之橫川，故對谷流，而稱川流。此流後世，漸歸

衰減， 而谷流，則興盛異常。後世叡山法流，皆由此派而生，即現存之穴太流、

三昧流、法曼流、西山流、葉上流等，其始，皆源於谷流之支屬也。今所謂山寺

六流，台密十三流。圖之於後。





更言東密中，雖云入唐五人，而法緣鼎盛，薪傳大地者，唯弘法大師一人而

已，其餘，則身歿而名亦息矣。弘法大師，以天縱之資，幼通儒典，長而有玄奘

之 志，乘風破浪，啣命入唐，適青龍寺，惠果和尚，正當待人而傳之際，得此

大器，遂瀉瓶以授之。當時中國，雖亦有多人，承惠果之法者，然不久即遇會昌

之亂，遂皆無繼續之望。幸弘法大師，一燈分照，使今日法流重返。不然者，則

慧命早絕矣。此不得不為密教慶，而應以東海奧院，比之鐵塔，而大師，則東土

之薩埵金剛也。大師學成歸國，開法東寺，故稱東密，嗣復選擇紀州之高野山，

有八葉蓮花之態，遂於此，立根本道場焉。綜其一生事業彪炳浩大，而學無不精、

事無不能。不但密藏大法，盡在腹笥。而世間技藝、雕刻繪畫、辭添歌詠俱入神

境，故得舉世尊崇，千古如一日。不特一宗教義，開發之祖，實為一國文化，創

建之母，非大悲應化，神力難思，豈得如是哉。雖十心判教之說，難愜他宗意，

然為標顯自宗亦無可議者。大師入室弟子十人，世稱十哲，而續慧命，延法嗣者，

實慧、真雅二傑而已，後分小野、廣澤二大枝，並非由此二人一人一枝也。今將



野澤根本十二流，圖其世系如後：

大師十哲中雖延法脈者，有二人，然二人中，又以真雅為諸流根本，故云大

師法脈，唯真雅一人，亦無不可。廣澤流中，除上所列七傑，各成一流外，更有

觀音院流、常喜院流、安井流、慈尊院流等也。小野流，除上諸流外，又有觀賢，

傳至真興，而成小島流。勝覺，傳至一海，而有松橋流。一海、雅海，至叡尊，



即興正菩薩，創四分律，與真言並習，而成西大寺流。若更細追尋，則有七十餘

流，但根本，仍云野澤十二流也。此等諸流，除各有道場外，而今在高野山，所

流行者，除中院流兼三寶院流，為正傳授外，尚有小島流、西院流、持明院流、

常喜院流、安祥寺流等。其所以重中院流者，蓋亦歷史關係使然。以大師根本大

塔大事、南山八葉祕事等，付囑真然大德，為南山不共法流。云中院者，表南山

八葉之中心，或大師住所之尊稱也。中院者，即今之龍光院也，蓋明筭大德住此

時有龍現瑞，故改名龍光。明筭受法於小野，成尊後，樹法幢於此，故所傳法，

稱中院。小野成尊之弟子三人：一義範、二義俊、三明筭。義範二人，唯傳小野，

而明筭，除接受小野法流外，更續起真然大德，相承之南山祕訣。

中院流之法統，向有二說：一大師授真然然傳壽長，長傳無空。無空因三十

帖策子事，率全山門徒離山。於是高野山，繼承無人。言三十帖策子者，大師在

唐，所抄之法文儀軌，甚為珍惜，後傳於弟子實慧，藏於東寺。後有高野山真然

者，亦大師弟子，賭此物後，遂商之東寺長者，真雅，亦大師弟子將此物，攜至

高野山，藏於大師影堂內之經櫥者，有年。迨真雅次任長者，宗叡索還東寺，宗

叡滅後，真然為東寺長者。慮都市易遭兵燹，復藏之高野山，至觀賢長東寺時，

又向高野山之無空座主索還策子，無空以此物乃承於師授之法寶，故屢拒之。於

是東寺，奏請朝使，上山坐索，無空乃索門人等，攜此策子，離山四散。於是山

中漸趨荒涼者，互百年之久，始得祈親，與明筭上人等，相繼復興。明筭受法於

京都、小野、曼荼羅寺，成尊之門。盡得從上相承之源流，所謂真然之印信祕訣，

南山之法脈大事，一一秉承，重振高野之風，至今不絕也。然對於法系，遂成兩

說。一說本流，自無空離山後，即成絕響。後經百五十年，明筭得法於小野成尊，

故宜用小野醍醐之大系，如左：

大師一真雅一源仁一聖寶一觀賢一淳祐一元杲一仁海一成尊一明筭，而不宜

用大師一真然一壽長一無空等血脈也。況真雅為大師正嫡，盡野澤之源底，所有

祕 事、口訣無不瀉瓶也。一說，真然相承之法並未中斷。蓋以成尊曾告明筭曰：

昔聖寶尊師，隨真然受高野山祕訣，嫡嫡相承，我為六世矣。故知真然法系，雖

不傳於無空，而已傳於聖寶，於是與真雅之傳合流，歸小野一家。要之大事祕訣，

一由真雅、源仁，二真然、無空，三真然、聖寶，皆合流歸於成尊一人。成尊傳

之明筭，以迄今玆也。明筭入門弟子，有教真、良禪，而良禪，則有上首數十人，



其中以行慧、琳賢、日禪、教覺、兼賢、基舜、真譽，等為龍象。良禪將大事祕

訣，隨機分授，遂分成中院流之四方、六方、八方之說。

各方不同之點，如五色供及五色瓶之方位等，印信之差別等。如引方傳法、

祕密灌頂等七通；心方瑜祇大事、許可、傳法之三通；大樂院信日相承方為許可、

傳法、多聞天大事之三通；智方許可、傳法、祕密、瑜祇，唯授一人，後僧正六

通。但今皆各方互傳矣。余所得小野血脈，為中院流引方。及三寶院流。廣澤血

脈，為傳法院流，今分列於後：

二

中院流引方血脈 大日——金薩——龍猛——龍智——金智——不空——

惠果——弘法——真雅——源仁——聖寶——觀賢——淳祐——元杲——仁海

——成尊——明筭——良禪——兼賢——房光——覺善——良任——祐遍——

隆辨——定範——賴審——玄海——快成——信弘——宥快——成雄——快尊

——良雄——仟遍——嚴雅——快旻——宥智——良尊——祐範——清融——

澄榮——祐遍——周堅——榮雄——宥算——傳昌——傅秀——義雄——晃朝



——寬傳——長觀——慶盤——宥永——榮實——傳慶——傳雄——增意——

增仁——鍐識——增應——鍐旭——心猛——阿闍梨金山穆韶——密林。

六四

三寶院流血脈 大日等同上一成尊——義範——勝覺——定海——元海

——實運——勝賢——成賢——憲深——實深——覺雅——憲淳——隆勝——

隆舜——經深——隆源——隆寬——隆濟——賢深——澄慧——源雅——深應

——雅嚴——源朝——寬濟——有雅——寬順——性善——妙瑞——密門——

龍海——隆鎮——榮嚴——智等——穆韶——密林（共五十一世）。

今以秘密二字衍派四十字为此后付法之证派曰：

秘密超众妙，仪范守宗承，缘生观法性，如实知自心。寂点含空际，圆净悟

月轮，因跟竟修治，相应成本尊。

傳法院流相承血脈 大日等同上——弘法大師——真雅僧正——仁僧源

都——本覺大師——禪定法皇——寬空僧正——寬朝大僧正——濟信大僧正—

—入道二品親王——成就院大僧正——興教大師——兼海上人——隆海法印—

—覺尋僧都——賢譽阿闍梨——覺瑜法印——覺禪阿闍梨——經瑜法印——禪

助大僧正——印玄上人——道淵大僧正——守融大僧正——覺果權僧正——慶

深法印——仲盛法印——信嚴法印——宥盛法印——真性法印——菊淵阿闍梨

——宥嚴權僧正——信遍前大僧正——孝源前大僧正——賴遍大僧正——秀瑜

權僧正——宥證前大僧正——深仁親王——禪證前大僧正——濟觀親王——照

道僧正——榮嚴大僧正——雷斧大僧正——密林共（四十九世）外題本願方大正

十五年四月六日火曜軫宿於多聞院道場授兩部灌頂畢。

今高野山大抵皆中院，與三寶院、二流並傳。其原因為當時新義與古義決裂

之時，兩家門徒械鬥頗烈。新義門徒既決心遷地為良，以根來山為道場，遂將中

院流原有百餘尊大法，縱火燬其泰半，事後搜檢，僅剩三十三尊而已，故於行軌

常感不足。三寶院所傳百餘尊法，與中院大致相合，故參合傳之，以補不足也。

三寶院流自成賢之弟子三人，各開一流，所謂道教、憲深、賴賢三人也。道教稱

地藏院流，又云道教方。憲深稱報恩院流，又云幸心方。賴賢稱意教方。余所習

者，為憲深方也。

日本密教，至今有所謂立川邪流者，其創始在八百年前。當時三寶院流勝覺



阿闍梨道風甚盛，門下大弟子二十四人，其胞弟任寬亦弟子之一。當勝覺示寂後，

任寬自信足以代兄之位，豈知得罪被流謫配伊豆，雖身羈荒僻，亦思以昔日所得

於兄之真言祕法傳播斯鄉。於是易名蓮念，收具妻食肉之污穢俗人為弟子，復於

立川邂逅一素行邪術之陰陽師，授以真言祕法，自此居然成一學派稱立川流，宣

傳流布。其時任寬以身遭譴謫，心中鬱陶，對於真言祕法未免獨斷曲解，加以陰

陽術士依為弟子，邪見機緣於焉巧會，更以世風淫靡，故浸潤甚速。其流教義乃

根據所謂三經一論，即瑜祇經、理趣經、寶篋印經及菩提心論也。

瑜祇經中云，如來入馬陰藏三昧。理趣經云，妙適清淨句。寶篋經說，自身

即佛雙圓塔。菩提心論云，八葉蓮花一肘間，炳現阿字素光色，禪智俱入金剛縛，

召 入如來寂靜智。彼依此等經文，斷章取義，牽合邪解，故以男女陰陽之道，

為即身成佛之祕術。彼解阿吽二字云：阿者，海。吽者，山。阿女，吽男。開口

為阿，塞口為吽。此二字，即金胎兩部。阿即西曼荼羅，胎藏七百餘尊。西，即

入門，為女。吽者，東曼荼羅，金剛界五百餘尊。東，即出門，為男。此內外互

具之法。又阿善吽惡，阿赤吽白。阿慈吽悲，故諸佛慈悲心，皆從此阿吽二字出

也。其餘如阿母吽父、阿地吽天，凡足以配偶之事義，無不收之。故此二字，實

為人生之起原，萬物之生因，於是彼乃百尺竿頭，重進一步，謂男女二根，五塵

交會，於此體驗，即身成佛之妙理。謂理具成佛，為父母之種子。加持成佛，為

父母和合之時。顯得成佛，即父母合生之身。金剛不壞，理智不二之體也。此種

邪說，當時曾風行日本，受天皇歸依，亦猶元代宮庭之喇嘛穢史，及近時士夫之

崇左道密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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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分教相、事相兩大部門。其中名相繁複，交涉回互。有雖教相，而涉及

事相者。有雖屬事相，而牽及教相者。今擇普通應知之法相，略為詮釋。若欲排

類覶縷索事數典，則日本有密教大辭典在，可以購讀。

五峰八柱寶樓閣。是兩部不二，理智冥合之法界塔婆，亦即吾人父母所生之

身也。在修法時，道場觀中，觀此樓閣，悉是心中本有毗盧遮那如來，內證境界。

故 《略出經》云：於其殿上，有五峰樓閣，懸雜繒綵，珠網華鬘，而為裝飾，

以八大金剛柱承之。言五峰者，屋頂中央、四方有五棟尖峰，有如五座方塔之頂。

中高、 四方稍低，外似有五，而內是一相，表金剛界五智，故無盡莊嚴藏次第，

以 為種子也。言八柱者，四方門口各立二柱，表胎藏八葉也。

壇。梵語曼荼羅，此云壇場，有土壇、水壇、木壇之分。《大日經具緣品》

所說：須七日工夫作壇，是指土壇而言。水壇者，不擇日月，時節處所，隨以水

洒 淨，即以香泥塗之，便成壇法。木壇者，出虛空藏求聞持法，謂木壇，下至

一肘，安四足。日本密教，從來皆用木壇，未聞有土壇法。凡壇四方正等，表淨

菩提心， 大地。又四方，表四智。四智綜合，為法界體性智，故大壇，即五智

輪圓之曼荼羅也。

五輪塔。梵語正云：率都波。或訛略云：偷婆、塔婆、浮圖。世更省稱曰塔，

翻為高顯之義。或云方墳，或云靈廟，又有舍利者，曰率都波，無舍利者，曰制

底。又曰支提，翻為福聚。言五輪者，即五部，五智，乃大日如來三昧耶形，自

性所成之功德也，以地水火風空，五大為體性，以 五字為種子。所謂五

輪，即身中五支也。腰下 字，地輪，黃色。脐 字，水輪，白色。胸 字，火

輪，赤色。髮際 字，風輪，黑色。頂上 字，空輪，青色。



高野山金堂，胎藏曼荼羅中，置五輪塔。金剛界曼荼羅上，置瑜祇塔，即所

謂南天鐵塔也。



五鈷鈴杵。《理趣經釋》云：金剛加持者，表如來十真如、十法界、十如來

地，以成上下十峰，金剛大空智處。加持者，表如來於中道十六大菩薩普賢智。

從此輾轉流出，共成三十七位，以成解脫輪。又《諸部要目》云：金剛杵者，菩

提心義，能壞斷常二邊，契中道，中有十六菩薩位，亦表十六空，為中道，兩邊

各有五鈷，五佛五智義，亦表十波羅蜜，能摧十煩惱，成十真如，證十地。鈴者，

金剛界三十七尊中之鈴菩薩，表歡喜義、驚覺義、說法斷疑義。又杵，表智，鈴，

表理，金剛薩埵，持此二物，表三十七尊，具於一身之義也。

念珠。《蘇悉地經》云：佛部，用菩提子。觀音部，用蓮子。金剛部，用金

剛子。或有木穗子、多羅樹子。或用螺珠、水精真珠、牙珠、摩尼珠。或餘草子。



若降伏，用諸骨。又《金剛頂念珠經》云：珠，表菩提之勝果，於中間絕，為斷

漏。繩線貫串，表觀音。母珠，以表無量壽。慎莫驀過，越法罪。念珠分別有四

種：上品，最勝，及中、下。一千八十，以為上。一百八珠，為最勝。五十四珠，

以為中。二十七珠，為下類。設安頂髻，或掛耳。或安頸上，或安臂。所說言諭，

成念誦，以此念誦，淨三業，由安頂髻，淨無間。由帶頸上，淨四重。手持臂上，

除眾罪。十顆記子表，十度二，顆露滴二，轉依因，修十度，而得此。但今用一

百八 顆，以表一百八智，斷百八煩惱，顯金剛界百八尊。繩，表觀音大悲，故

宜赤色。母珠，表彌陀，以表由觀音大悲三昧之功德，歸本地彌陀之義。

五輪投地。總別二義：總者，投行者有漏之五體煩惱，於阿字之大地，願滿

足五轉，證得五智也。別者，次第如下：



三禮者。顯三身、三寶、三密，禮三部曼荼羅也。

四跪。胡跪（雙膝著地，臀坐腳跟）、互跪（左右交跪，右順佛法）、翹跪（右

足翹前，左膝曲後）、長跪（雙膝著地，正身長直也）。

聲明。真言宗讚佛之音，曰聲明，亦印度五明之一，今專指唱讚而言也。唱

讚之音，所以宣法理，開眾心，使無相之旨，顯於節奏之間，不可忽視也。但習

之匪易，日本有《魚山集》等譜，載各種音調、讚詞，甚為詳盡，今但略言聲調

之理而已。若欲發音，非面授不可。藏二云：如震旦律呂，九孔調音，合於天竺

字母，九處聲音，皆悉攝盡，更無遺餘。口氣觸唇而入笛，是猶憂陀之風，此屬

人之報息也。氣觸七處而出音，是猶風觸七處而生聲，此屬人之依息也。笛七處

者，節下、笛頸、吹底、笛喉、孔底、指處、管唇。人七處者，臍、心、頂、喉

顎、舌、齒、唇。又云：夫音聲者，四大、四微（色香味觸）之所擊發，四方、

四時之所合應。分 成三聚之聲（有情、非情、非有情），聚為三科之悟（陰界入），

衝五輪而生，隨二息（報息，託母息生，憂旦那風也。依息，託報息生，合成音

聲）而出。觸七處而起，經五處而鳴（牙齒舌喉唇），隨五行而轉，和二體而發

（聲音）。四韻（短長直拗）四聲、蓋法性緣起，生佛發以業力悲力。情界器界，

各有五行五音。亦生四韻四聲，與四音合，亦與六律六呂合。金化而水生，水流

而木榮。木動兩火明，火炎而土貞。從商而羽聚，從羽而角開，從角而徵成，從

徵而宮住，從宮而商張。火得水而滅，水遇土而不行，土值木而裂分，水遇金而

折傷。徵遇羽而止，羽遇宮而乖，宮遇角而失，角遇商而違，商遇徵而蕩。凡習

聲明，先須正身合口，舌抵上顎，息從臍下，而出於鼻，萬念皆澄，而發之。聲

有律呂，律者奇，軟密聲也，屬女聲，其音連續而頓挫，似難分者，其調柔。呂

者偶，麤顯聲也，屬男，其音斷切而頓挫分明，其調剛。此讚詠之法，乃鐵塔法

爾之音。五音五調，所以表五大五佛，五智五味。凡一切音聲，皆攝在此五音之

中，此五音，又各具無際之音，所 聲字分明，則實相之理顯，自他同證法身之

樂也。

四種法要。此四種，為作法會時，最要之儀式，故曰法要。



梵唄。即法會之聲明也。音韻屈曲昇降，能契於曲，為諷詠之聲，是梵土之

法曲，故名梵唄，或作唄匿、婆陟、婆師等。單云唄，翻止斷、止息，或讚等義。

法事初唱之，以止斷外緣，止息內心，方堪作法事也，然唄有三節。



散花。在顯為四法要之一，在密為二法要之一。於梵唄後行之，盛花於筥詠

伽陀而散之也，分次第散與行道散二種。



梵音。與梵唄同，以佛在世時，有巧於音唄之人，名鈴聲比丘，又曰唄比丘，

或唄匿，妙聲尊者等，其人形貌醜陋，而音韻和雅，引聲高吭，能感動人畜。故

讚 佛時，皆效其聲律，以入絃管。佛法東來時，魏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遊

魚山，聞巖岫誦經，清婉遒亮，遠谷流響，遂擬其聲，制成曲譜，為東土梵唄之

始。世稱漁梵，今日本《漁山集》，本此意也。

合殺。聲明終了之時，漸縮合其聲，以散其奏也。



唱禮。法會表白終後，唱禮師登禮床，唱五悔，五大願等，其唱禮初，所唱

奉請之佛名，隨法事而異，大約有金、胎、合三種。胎藏唱禮，南無清淨法身毗

卢遮那佛，次东方宝幢、西方无量寿、南方开敷华王、北方天鼓雷音等。金刚界

唱南无常住三世、净妙法身、金刚界大悲毗卢遮那佛，南无金刚坚固自性身阿閦

佛，福德庄严聚身宝生佛，受用智慧身阿弥陀佛，作变化身释迦牟尼佛，尽虚空

遍法界等。合用则唱南无胎藏金刚界、清静法身、大悲毗卢遮那佛，东方宝幢阿

閦佛，南方开敷华宝生佛，西方无量寿阿弥陀佛，北方天鼓雷音释迦牟尼佛等。

唱导。凡受请已，悦可檀越之心，而云二足常安，四足亦安，一切时中，皆

吉祥等也。

對揚。行散花式時，散花偈終後，舉希望佛法世法，常住安穩等偈文也。

破壇。解除壇場也。先取去鈴杵，及供器，次塗香於手。住妙觀智印，或法

界定印，觀壇中 字，成壇。又有 字，成大風輪，吹散之。次普印，誦緣起法

身偈三度，以印左三轉，即破。

開眼。新佛像開光式也。《見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及《大威力烏樞瑟

明王經》所說，對舊佛重裝或毀去則有古佛撥遣法。

五色粉。塗壇用也。陀羅尼集經云：五色粉皆和沈香末用。

五色線。或作五色綖、五色縷及繩系等。使童子、童女合縒。當用五佛真言，



各持一色。然後以成辦諸事真言，總加持之。表五智、或信進念定慧五法，貫攝

一切法門，用以作壇線及受者手掛之金剛線、腰繫之腰線，埋五寶五谷於壇之五

方時、縛其裹物之口者，亦用此線。

土砂加持。以光明真言或尊勝咒加持土砂，加持土砂撒布亡者身及墓處也。

萬燈供。凡人欲求大福慧報答四恩者，當設萬燈、萬花乃至萬香，作法供養，

奉獻兩部諸尊，四種智印也。傳言萬燈者，燈以智慧光明，照破黑暗為義，故獨

顯 明言之。有力者，一人獨供，或多人合修，無力者，千燈、百燈，乃至十燈，

亦可，均須兼花、香、食三種，或加果，或加小帛幡，間雜供列之。高野山萬燈

會，自唐及今，亙千古而無時暫息，而弘法大師塔院之燈，尤畫夜不息、以至於

今。所云萬燈會，乃特別慎重而作，有時萬燈會，與萬花會分作。如六月望為萬

花會，十月望為萬燈會，普通在大師塔院內，圍以柵欄，每欄柱格頂上，夾以清

油盞。若特別萬燈會時，在廣殿之中，用長方案，排成三五卍字形，其圓架，即

在卍字中央，而殿內其他寶蓋、繒綵、眾音樂器，滿為莊嚴，尤其燈之形狀，各

人凝其意匠所作，千形萬態，各盡其巧也。



取水所法。本為灌頂時，行者隨教授，至取水處，作法，分兩桶盛水，備灌

頂之用也。凡修大法會起首，亦多有此法。

闕支。或供物不如法，或念誦不合音。例如應以長音呼者，而作短聲等，皆

名闕支。

十二合掌。先分別兩手及十指名稱。





六種拳。一、金剛，二、如來，三、蓮花，四、內縛，五、外縛，六、忿怒。

微搏腕押頭、跓屈鉤刃豎、附著脫舒側、交縛並摽旋、墻握蹙返收、撥去背

振仍、節掩擴麥稍、申曲開安仰、狀盡應由移、纏舉直如故、筥縈組脊橫、銷遺

偃聚擬、跨屬算柱端、雙橙捻覆皆結印名詞也。

十六玄門。解釋真言法門之範疇，入秘密玄理之門也。一、遮情。二、表德。

三、淺略。四、深祕。五、字相。六、字義。七、一字攝多。八、多字攝一。九、



一字釋多。十、多字釋一。十一、一字成多。十二、多字成一。十三、一字破多。

十四、多字破一。十五、順觀旋轉。十六、逆觀旋轉也。

樂舞曼荼羅供。用種種人扮作兩部天女、世天等形相。散花、奏樂、歌舞而

供養曼荼羅也。種種舞勢均合讚唄之拍奏。

三種本尊。一、文字，二、尊形，三、三昧耶形。文字又有三種：字、聲、

義也。字即阿、吽等形。聲即唱出之聲。義即聲字之本體，又云菩提心。本尊各

尊皆具三身，故云三秘身。

真言種類。依持誦之目的不同，故構造之形式有異也。



真言誦法四種：



四度次第。又稱四度加行，乃真言行者學法之次序。最初學習梵文及顯教，

數年純熟，經阿闍梨許可，練習三大陀羅尼，即尊勝、寶篋、彌陀根本咒。誦習

純熟之後，即開始修習理趣經加行、護身法加行各三日，更修十八道加行。古時

四度加行，需滿千日始克竣事，蓋每度加行均為二百五十日也。其後因日本建武

年間，國政荒亂，兵戈屢起，故當時法匠集議於醍醐山，以百日減半為五十日，

後世又由五十減半為二十五日。當余等學法高野山時，以種種困難曾又縮為三七

日，實開恆古未有之方便矣。當加行期內，若遇父母大故而停止，則此次所修不

能作數，需重修之。當十八道加行將圓滿時，由阿闍梨選日授以十八道次第，以

備修習正行之用。十八道後，修金胎兩部，及護摩法，是為四度加行。然其次第，

亦有先胎後金或先金後胎或先修護摩者，各流不同也。在加行期中，除中夜睡三、

四小時外，餘時無寸晷之暇，凡一切取水折花，換供拂几，洗滌器皿，一切不能

假手他人，除壇中法事外，食時作法、眠時作法、施餓鬼法、每日禮塔廟、早晚



沐浴更衣，不得絲毫怠慢。所謂加行者即加功勤行也，蓋無始障難非經過此種加

行，則將來修法難期成就也。

三業度人。真言宗所依之三藏、兩部大法，非大闍梨位不能盡學。故承和元

年（乃日本天皇年號）正月二十三日上表，乞定三業度人之制，俾隨學一業而入

道也，在大師觀機而行之。

甲、金剛頂業

金剛頂瑜珈經所說之諸尊法中，一尊之儀軌，龍猛菩薩發菩提心論一卷，金

剛頂十八會指歸一卷，兼暗誦梵字大隨求陀羅尼及四種曼荼羅之義。

乙、大日經業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所說之諸尊法中，一尊之儀軌，並學住心品及疏

五卷，兼暗誦書寫，梵字大佛頂陀羅尼及研習即身成佛等義。

丙、聲明業

梵字悉曇章一部，兼暗誦大孔雀明王經一部三卷及聲字實相義等。

立川邪流。乃日本密教之墮於邪見者，故稱邪流。其所以落於邪見者，乃因

後人錯解經文，淫欲即是道之語，遂將一切事相儀軌皆作邪會。如以五股杵為女

交抱 之形，乃至吾人身中赤肉為母血，白骨為父精，和合而成金剛、胎藏兩部

之大日。此等邪說甚多，居然言之似有深理，惑動一般士大夫。今國人不明藏密

究竟，以為 西藏密教不重戒律。遂相率肉食飲酒，亦立川之流也。今將西藏密

教五佛之相傳及其邪正沿革，略示旨趣使明真相焉。西藏密教在紀元十世紀頃有

迦羅斫迦羅(譯為時輪)之經典出現，此經以桑巴拉淨土〈譯為樂源〉為依歸。今

甘珠爾藏中有此經文，註疏甚多，其至要之點為建立最勝第一之阿提佛陀。此第

一最勝之佛在密教中稱為伐闍羅陀羅〈金剛持〉及伐闍羅薩埵〈金剛有情〉。今

考伐闍羅陀羅有最勝佛、最上勝者、一切祕密主、諸如來總攝等異名。降伏諸魔、

流通佛法、去眾生惱害，皆此佛力使然。伐闍羅薩埵有最上智上首、五禪那佛統

攝等異名，此兩金剛為非一非異之身，或時一體，則云阿提佛陀，或現二身，則

薩埵發問而陀羅答之。若兩者相互之關係，則陀羅高出佛地之上與下劣人間懸隔，

縱使以度生為本誓而感應，難達於人間，故別現金剛薩埵以應此用。前云為五禪

那佛統攝，今略言其要。言五禪那佛者或稱阿奴怕達卡，更有出現人間說法之摩

奴史佛陀〈人佛〉者，即以此五禪那佛為本地。易言之，即五禪那居淨土而更化



一身以度世間。例如阿彌陀為五禪那佛之一，雖居淨土而其所化之摩奴史佛，既

應化人間，故雖寂 而恆照也。釋迦世尊亦由禪那之彌陀垂跡化度此土；且禪那

佛不但現人佛而救人，且依其禪定之力現出法王子禪那菩薩，在此人佛入滅後，

至彼佛出世之間行度生之 事，如彌陀之法王子，觀音是也。其他無量無邊之佛

皆有其淨土之身，而化作人佛，現出法王子也。如現在劫中，既定佛出四佛，未

來尚有一佛出現，此五佛之本地 特與此土有緣，故總稱五禪，金剛薩埵統攝此

五佛佔最上之位，故金剛薩埵及阿彌陀為西藏最崇敬者也。



西藏密教自宗喀巴而後，冶中觀瑜珈於一爐，兼持戒律而修行陀羅尼法，其

法制不可謂不善。然自古西藏佛法本來原有所謂普嗡普之教，後混於佛法中，乃

轉而發現坦特羅肉身成佛之說，至今仍盛行也。彼輩行此法時，在離人煙處或密

修靜室，自己作現身入滅度想，兼選擇妙齡女子，即尋求多枳尼母也。此多枳尼

母須才智優秀。通達佛典，積集修行，志操堅固之淑女，善於理解行者修養精神。

得此女已，齋戒沐浴，二人同入祕密道場，閉其戶扉，於佛前依一定之儀式修行，

凝其觀念，不懷毫末染污慾念，觀女為多枳尼母之權化，觀行者為金剛薩埵及怖

畏金剛之化身，無色相與心想之分別，其意識互相融合，純一平等。如是觀想純

熟後，行者與多枳尼母徐徐媾合，但不能與世間淫慾之事，同一例視，須無念無

想超分別境，凝集精神以禪定觀念，男女互相於無漏中，享受最勝妙樂，決非有

漏不淨，破戒之染行也。由斯一說，故使流弊無窮，後人加以附會，愈趨愈邪。

近時國人一般迷於藏密者，不知求真正之西藏密法，反趨向於邪解之一途，以為



無上密乘東密未有也。故今點出之，使後之人不致受彼蒙蔽，捨本逐末。當知東

密、藏密其根本皆是佛法，佛法根本同一如實知自心，同一菩提心為因，大悲為

根，方便為究竟，若離 此原則敢云皆是魔說。學者須以慧眼，審慎甄別，不墮

邪思，不涉污行。則密教才得久住世間，不致被人視為外道而毀詈之。如明朝之

所以詔禁密教者，即因睹元代宮中，所遺穢瀆之像而深厭之，恐有傷於風化，故

毅然取締之。習藏密者曷反而思之，為佛法謀宏揚，為眾生廣福田，為自身增人

格，均當重於戒行，凜乎威儀，合清淨莊嚴之旨，不可稍存放逸，而以貪欲即是

道，煩瑙即菩提之語，以自文其過。試問貪欲是道，而持戒清淨反非道耶？煩惱

雖即菩提，而正見卻非菩提耶？眾生無始以來，一向順乎貪欲，故偏於生死而不

能出。今若仍順乎貪欲，則世間果何為而須佛法耶？佛弟子果何所長，而受人之

供養耶？大日經疏云：一切世間亦有十善 法，一切外道亦有十善戒，一切二乘

亦有十善戒。若菩薩不持戒者，彼等即生輕慢非毀之心，退失信仰，故行者縱能

觀欲不染，亦須外現威儀，以固世人之信。況猶未能真達菩薩慧方便耶!

結界。乃遮惡持善之義。有五種：一、地界，二、方界，三、網界，四、火

院，五、大三昧耶也。

印須遮蓋。凡結印契、須用物遮之。不令外露，否則有毗那夜迦、天魔作障。

跌坐。雙跌，先以生界之左足，歸佛界之右足。次以佛界之右足，歸生界之

左足，是生佛不二，故云如來坐，又云蓮花坐。單跌，右押左，為吉祥坐。左押

右，為降魔坐。祕藏記云：跌坐者，方形也，為不動轉之德，表菩提心堅固也。

都會曼荼羅。大日如來為主，其餘佛菩薩為伴，聚為一處者也。疏曰：曼荼

羅者，名為聚集。今以如來真實功德，集在一處，乃至十方微塵數差別智印，輪

圓輻輳，翼輔大日心王，使一切眾生普門進趨，故名曼荼羅。

都壇曼荼羅。對諸尊各別壇場而言也。

尊形曼荼羅。一名形像曼荼羅，畫諸尊形像，示相好具足，福德圓滿也。

等身。本尊形像等於行者之身量也。凡修法本尊與自身大小相同，其懸掛之

法需自己之口與本尊跌坐之膝相齊，不可太高，高則不易作觀。不可太低，低則

自得慢罪。

作法選日。依深行阿闍梨觀行圓明，可以隨意擇日，不拘吉凶皆可成就。若

初行之人不擇日曜，則作法不成反招凶禍，故須擇吉日也。一年之中，正、五、



九月名神通月，此三月中，日日皆吉，宜專修善法。除此三月外，每遇觜、井、

鬼、張、房、心、尾、畢、翼、斗、譬、角、奎此十三宿值日為吉，可以受法、

修法、入壇等也。每逢日、月、木三曜值日亦吉。

曜與宿相應之吉日

曜與宿相應之凶日



白黑二月中之吉日。

一日、十六日宜為善業、學道、求仙、修佈施、敬愛、增益，不宜遠行。

五日、二十日、十日、二十五日、十三日、二十八日、十五日、三十日。凡

祭祀求福、學道等事均於此等日行之，但十五日晝惡、午後吉也。

宿曜經頌曰。一、三、五、七、九、十一與十三，於二白黑分所作皆成就。

解曰：白月一、三等可知。黑月者，十六日為一，十八日為三，二十日為五，乃

至七、九等，準上數知。

又頌曰：黑三夜〈十八夜〉七晝、〈二十二晝〉十夜〈二十五夜〉十四晝、

〈二十九晝〉白四夜八晝、一夜〈十一夜〉十五晝，於此黑白月，晝夜不成就，

日中及中夜已後皆通吉。（假令四日夜半已後變為吉，八日日中己後變為吉，自

餘準知。）

平日與好宿曜並，則吉。與惡宿曜並，則凶。言平日者：二、六、九、十二、

十四、十七、十九、廿一、廿三、廿四、廿七、三十日也。又凡火曜值日，宜作

惡事。

三九祕要。此法以其人所生之日宿為命宿，次榮宿，次衰宿，次安宿，次危

宿，次成宿，以壞宿，次友宿，次親宿（以上為一九）。次業宿，次如次榮衰等



如上 以上為二九）。次胎宿，次榮衰等如上（以上為三九）。假令正月生人，正

月初一為室宿，即以室為命宿，壁為榮宿，奎為衰宿，如是配知如圖。（二十八

宿，除牛宿，充每日午時故。）

餘悉準知，此三九法最要緊，縱曆中曜宿日凶，倘三九法吉則可用之。



結護。結印誦咒守護所修之法也。蘇悉地經云：若作法忘作護持法，則魔興，

速應持當部明王真言，將護自身魔不得便。然以不動明王通用一切處。又五重結

護：一、立印，二、成身，三、辟除，四、結界，五、護身。降三世五重結護也。

三白食。修法時，有唯食牛乳、牛酪及白米者，故稱三白食。寶樓閣經云：

清淨洗浴，著鮮淨衣，喫三白食。凡作法事或受灌頂均需預先以丁香水或其餘香

水沐浴。以上妙香水噴身及著清淨之衣也。

贖命法。凡欲延長壽命者所修之法也，原名「飲空甘露贖命法」。

返識法。凡疾病者加持時所修之法，原名「去識還來法」。

返運法。求財者所修之法也，原名「去否運法」。

十三佛忌。死者七七日，乃至三十三次忌辰所司之佛也。

引導作法。新死者之作法也。尚有入棺法、葬時行列次序等皆為死者所修也。

胎產法。從求子法、安產法、新產法、胎兒沐浴法等，作法甚多。

求聞持法。求智慧之法也。以虛空藏為本尊，凡真言行人一生之中，至少必



需修一次也。

耳語戒。灌頂時，祕密誓戒。戒其不可妄為人說祕法也。

阿尾捨法。又作阿尾奢法、出不動使法，此法能攝取鬼魅及病鬼，使附於童

男女之體，而咒縛之。又能降神附體，問病之輕重、命之長短、一切災祥，以除

疾禳祅者。梵云 此云遍入，謂請降天神攝取鬼魅，令遍入於童男女之肢體

也。作觀時，當云：我今告汝，我非獨憐此一病人，而厭汝靈鬼，我以佛法威力，

令此病者與汝靈鬼，皆得安 穩入於正見也。魔醯首羅天說阿尾奢法曰：若欲知

未來事者，當揀擇四、五童男或童女。年可七、八歲，身無瘢痕、靨記。聰慧靈

俐。先令一、七日服素食，要吉日 沐浴，遍身塗香，著淨衣，口含豆寇香。持

誦者向東坐，身前以白壇香塗一小壇，可一肘量，令童男、女等立壇上，然後作

法，取安息香，以大印真言加持七遍，燒 令薰童女手。又取赤花加持七遍，安

童女掌，便以手掩面，則持誦者結印誦咒七遍，則彼童女昏睡顫動，當知是聖人

入身，必速應驗未來一切災祥。瑜祗經曰：若加 持男女能令阿尾捨，三世三界

事盡能知休咎也。

咒屍法。凡欲成就世間之事，擇新死之屍需無疾而終、身體狀健、面目姣好

者，依法咒之，使活，則能聽其役使也。

一切穢物加持法。真言宗本當相即道，即事而真之理。凡一切染淨、善惡、

諸法莫不入法界之門，不同世間之人，分別此是淨，此是垢，有欣厭取捨之心。

顯教尚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維摩經云：但除其執，不除其法。若有執著之

念，雖淨法亦變成穢法；若無執著，雖穢亦淨。故密教舉凡一切極淨極穢、極貴

極賤之法。只需世間有此物，即皆可用，真所謂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敗鼓之皮俱收而並蓄也，不過各有應用之處、時而已。不知者聞密教有以酒肉供

佛之說或用婦人褻衣作法之事，遂斷為外道邪法，是亦彼之心有邪曲分別耳，法

豈有正邪哉！但此等祕事，本不能盡人可行，且不能對人明言，恐遭謗法之罪，

然則今欲略言 之者，以世人多疑及此類法事，故不得不解說之，以醒世人之惑

也。至若多枳尼母及立川流等，之以男女淫欲為最上之法，是又不關於法之正邪，

而在其根本之知見不正耳，不可與此混為一談也。

五種犯三昧耶。

第一、如大日經義釋云：即身成佛，旨趣難知。未來眾生，輕慢法故。不能



諮訪善知識，求三密加持。而師心執文，輒自修學。久用功力，無所成就。反謗

此 經，謂非佛說。又此經文，有淺深二釋。深祕中，復有淺略深祕。爾時習者，

以不解密號，故謂是因緣事相，心自慢易，自言我行真道，何用咒術耶。以此種

存心， 遂墮惡趣中。故修真言者，要先入壇場。否則犯三昧耶，得重罪也。

第二、在師引弟子入壇之時。曾耳語云：汝為未灌頂者，乃至不得輒說此中

法事，一句。若汝說者，令汝現世中夭，死墮地獄。

第三、攝真實經云：若有惡人，普殺十方三世諸佛聖賢，噉盡其肉，此人命

終，墮阿鼻獄，經無量劫，總有出期。若人犯三昧耶，則終無出期。

第四、絹索經云。若真言者，不能善學，妄稱得法。內懷腐朽，外現賢善，

貪求名利，自損損他。共入地獄。義釋亦云，為求名利故，妄作人師。自即違法，

而欲令他得益。根本無效，更招謗法破法之緣。成無間業，焉有無間業人。而能

自利利他，成妙果耶。

第五、一字佛頂瑜伽中云：瑜伽教中，一一法則不得為人，而輒說之。除受

法師以外，其餘縱是同行同學，亦不為說。若纔說者，現世中夭，墮無間獄。此

是於己得法，犯三眛耶也。故得重罪。

開壇阿闍黎。最初開設傳法灌頂之壇，為弟子授法，是為開壇阿黎。鬼門：

丑寅隅，為惡鬼所住之方，故立門時忌之。

行道供養。印度古風，假扮佛菩薩形像，或其他形像。如天人散花，天女舞

蹈等。行列供養。今日本庭儀作法中，大寺塔供養等，猶行之。

治罰本尊。祈願事不成就時，依降伏法，罰其本尊也。見蘇悉地經。

支分生曼荼羅。以四肢五體布列曼荼羅。表法然具足之義。

施鬼神。又名神供。大疏八曰：又出外施曠野鬼神，蓋以十二天之眷屬，實

類神鬼等。下劣，不能進結界之道場。故在外築壇，施之也。原為土壇，今亦用

木壇。

修法種類。古分大法、祕法、普通法。大法，如仁王等。祕法，如如法尊勝

等。普通法，如尋常修行等。

理趣經。此經直說密教深義。為金剛薩埵，內證大貪染之三昧。略一誤會，

即入邪流。如西藏之多枳尼母，及日本之立川流，皆誤解此經而成也。經分十七

段：



以最後一品，為最深祕。此經類本，有金剛智譯理趣般若經。菩提流支譯實

相般若經。施護譯遍照般若經。法賢譯大樂不空三昧經。玄奘譯大般若理趣分也。

理趣十八會曼荼羅圖



大日經理事二疏。

第一卷、第二卷，解住心品為理疏，以後諸品為事疏。

第三卷，父母和合喻、蓮花喻、輪王灌頂喻、阿闍梨眾德、僧房。

第四卷，造壇曼荼羅、定日時分、驚發地神、五佛形色、灌頂人數，男女蓮



向上向下。

第五卷，齒木、誓水、曼荼羅位形。

第六卷，四種曼荼羅圖、真言難遇、五色界道。

第七卷，聲聞、緣覺、世間三昧、字義、香藥。

第八卷，五供養、護摩、吉慶讚。

第九卷，金篦、明鏡、法螺、四波羅夷、六震動、三三昧耶、息障品第三。

第十卷，息障品、普通真言藏品、世間成就品。

第十一卷，悉地出現品中字輪、欲界三十六處、三力、轉明妃、壇相、三成

就、藥物、五字真言義、成就物形。

第十二卷，五大曼荼羅、細說五字義、成就悉地品、五阿、轉字輪品、真言

明妃、作曼茶羅。

第十三卷，前品之續、密印品大日形像、字曼荼羅、無憂花、四大護形、投

花灌頂、十二合掌、四種拳、十指配合。

第十四卷，前品續、越三昧罪、字輪品中阿字、三部四處輪。祕密曼荼羅品、

五大輪、十二真言王、無師智。

第十五卷，前品續、曼荼羅問答、淨心地、五色線、蓮花、護摩、灌頂、五

種三昧、五種曼荼羅。

第十六卷，五種悉地、十喻、四護摩、入曼荼羅位品。

第十七卷，祕密八印品、持明禁戒品、洛叉、六月成就法、阿闍梨真實智品、

根本增加字、布字品、方便學處品、五重禁戒。

第十八卷，前品續、百字生品、百光遍照、百字相應品、五大灌頂地。第十

九卷：從二十一品至二十七品。

第二十卷，從二十七品至三十一品終。為第七卷、供養法釋也。

錫杖。延命地藏、千手觀音，所持者。表示驚覺眾生長眠之義。顯教表四諦

十二因緣、故用四股十二環。密教表六度萬行、故通用二股六環。

持戒清淨法。以此印明加持，能使破戒者，得悉地。依怛縛多利隨心陀羅尼

經行之。前觀多羅菩薩，結佛部三昧耶印，誦持戒清淨真言。

護法。中國禪宗，以韋陀天為護法。西藏以關帝，日本東密以大明神。印度

古時，以大黑天神及金翅鳥王等為護法神。蓋護法神者，以當地有勢之神，而歸



心佛教者為宜。如當地無適宜之護法神，則仍於密教諸尊中，擇其平日所崇敬最

深者奉之。祈為護持之尊。如大黑天、金翅鳥王、辨才天等均可。夫護法者，護

持壇場，內外者也。內無諸緣闕乏之虞，外無邪魔嬈亂之慮。可以安心行道，速

疾成就，故一切行法，皆不離也。

三種禮拜。行住坐臥，稱南無字，是為音禮。唯於心中，觀本尊德，隨喜皈

命，是為心禮。或復五輪著也，合掌低頭，是為身禮。

三衣法。三衣，必須備置。但貧者難備，則修此法，與三衣同。五條，無所

不至印，誦阿字，是胎藏三昧。七條同印，誦鍐字，是金剛界三昧。九條，同印，

誦吽字，為蘇悉地三昧也。

五色佛供。寶棲閣經，謂於壇上，散七種穀子，供五色飯。

荒神。日本偽造之神也。並有偽造荒神經，或云依胎藏曼荼羅之劍婆而立。

但劍婆乘雲，兩手重。坐於笏上，今此不同。或云毗那夜迦實類，稱曰荒神。

五種伽陀。一門前伽陀，著座以前所唱也。二總禮伽陀，禮三世諸佛也。三

別禮伽陀，禮其會之本師也。四讚伽陀，歎其會本師之德也。五回向伽陀，以功

德向十方也。

五穀。經軌無定說。又依四種法，配合亦殊。



此一章，隨憶即錄，原無程序。但關於事相深祕，不敢不加考覈。恐有疏忽，

越三昧耶。故寧隨省略，不求詳明。勤學之士，自當從師口授。勿以翰墨所載，

為足也。

密教通關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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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er 于庚寅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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