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乘佛法次第之安立實行精要 
《持明成就者心髓》 

 
續之誨者具德金剛持     此世度尊釋迦獅子教 
再次顯現持明蓮花身     三尊無別敬心作頂禮 
身語意之菩提薩埵尊     三部幻化僧侶金剛持 
遍照聖者上師大樂輪     無別敬禮直至菩提中 
無明陷于被動諸眾生     智慧聖尊幻化之果位 
導引乘之品類九次第     簡短詞句明釋諸含義 

 
無比金剛總持具德能仁王本師釋迦牟尼佛隨順眾生之根器，宣說了多種純淨的

經典。經典之含義攘括了盡其所有乘類之教導，集中於九乘次第的教法，在前

譯（寧瑪巴）多數之續部中明文記載了九乘次第，因此在此也解釋其九乘之類

別。 
分四： 第一：宣說一般之含義； 
       第二：類別解釋九乘次第之安立； 
       第三：分別簡說各類； 
       第四：心要總集實行修持法： 
    第一：宣說一般之含義：一種善法覺悟之特別功德為乘。意為想獲得解脫

及全知果位，因而修覺悟未顛倒之意義本性。稱類：乘、智慧及道等不同名

稱，但意思相同。譬如騎馬及用木馬（馬車）等乘客能抵達目的地一樣，于自

己所希求之果位中步步高升進展為乘。所以知覺實相為智慧。在世間中知道道

路就能抵達目的地一樣，分別修行各個乘都能得解脫之機會，所以成為道。 
第二：類別解釋九乘次第之安立： 續云：“集聚招引苦行覺，深密隨轉方

便乘”。 集聚招引外三乘、苦行明覺內三乘及深密隨轉方便密三乘等共九乘。 
 第一集聚招引外三乘為小聲聞乘、中獨覺（緣覺）乘及大菩薩乘。一、

聲聞乘：聲聞乘之入行道門為覺知一切輪迴之自性為苦，因此希求聲聞之阿羅

漢果位等，以脫離輪回之出離心為動機引發主要身語授梵行（出家）戒。心不

隨轉惡行而轉為最極寂靜，因此精進修持正行四聖諦道之取捨法門。四聖諦是

造輪迴之煩惱所生起的苦諦及苦因集積業力之集諦，此兩個為生起輪迴之因

果。生起涅盤淨法之果滅諦及滅諦因能破除一切煩惱之道諦，此兩個為生起涅

盤之因果，等四聖諦。 
      (一) 苦諦是輪迴之情器，器為六道地及情為六道眾生之身及受用等物

品。     
      (二) 集諦是六道情器之因業及煩惱，業為獲得輪迴上善道之因十善業及

墮落惡道之因十不善業。煩惱為引起善惡之貪瞋等染污心續的貪心及瞋心，此

等之根為不了知善惡的愚昧取捨之無明。 



      (三) 滅諦是道諦之智慧破除業及煩惱，將再也不生起業及煩惱之滅地境

界。 
      (四) 道諦是能得滅諦之出離心、慈悲心、菩提心及屬於覺悟無我見之一

切證悟智慧及功德。特別是要修獲得成就解脫之主要因: 真實對治一切輪迴之

根源我執之眾生無我。眾生之我執是眾生之五藴和合中所執著的我，舆我執所

顯現的五藴中各個分散觀察尋找我，最終求而不得化為空性時，心轉注一境為

寂靜住止禪，以及覺知五藴各個未染煩惱為聖見觀禪實修，如此長時體驗修止

觀雙修。果位為獲得斷除一切煩惱障解脫輪迴之聲聞阿羅漢果。 
二、獨覺（緣覺）乘：入行道門之出離心與隨聲聞乘一樣，不同的是主

要在于希求獲得獨覺之果位的出離心。主要授身語之出家梵行戒，在多人處修

行為部行獨覺，靜處獨自一人修禪者為（麟）犀喻獨覺，修持體驗道之正行為

十二緣起流轉生起輪迴及逆轉還滅。 
十二緣起支： 
一、無明支：愚昧眾生之我執為無明。 
二、行支：  我執無明所造的善惡業之輪迴因為行。 
三、識支：  是累積善惡業時此眾生的因識及受道果報時的果識，根據只建立

六識的獨覺派，此為第六識。 
四、名色支：行、識累積業力後各個眾生第一入胎或出生時，四種名藴（受、

行、想及識）為名，住胎五位之色藴為色，此乃名色支。 
五、入支：名色位繼續增長，生起圓滿內六根（眼、耳、鼻、舌、身及意），

享受外境六處（色、聲、香、味、觸及法）為入支。 
六、觸支：內六根及外六處所引起善惡無記之三種外境及眼根等生起眼識等六

識，其境、根及識三種同時和合的原因辨別了知色聲等六處各個外境為受。 
七、受支：依于觸支感受苦、樂取捨為受。 
八、愛支：以受為因，感覺外境之悅意美麗淨相時生起欲取執著之喜愛，感覺

不樂意不淨相時欲取捨執著為愛支。 
九、取支：以愛為緣，反覆欲遇美境快感，樂于認取實行喜愛為取。 
十、有支：以愛取及行業為緣，由身語意造作強勁能招後世煩惱為有。 
十一、生支：有支之煩惱力，一遇順緣，于未來轉生之中，直授受生，六根圓

滿，住眾同分，形成苦藴為生支。 
十二、老死支：生後諸藴相續變異為老，相續謝滅命為死，兩者變一為老死緣

起支。 
        十二緣起修法：思維無明造行業至生造老死而生起輪迴之過患，思維

流轉十二緣起法及思維滅老死需要滅生、滅生需要滅有至滅行需要滅無明，如

此思維逆次十二緣起及功德為逆次緣起修法。簡單來說了知緣起流轉之根本為

無明及覺知逆次緣起之能破道根為無我智慧，如此體驗無我智慧。緣起流轉中

的第一無明、第八愛及第九取三個為煩惱；第二行業及第十有為業；其餘七個

為苦。以逆次緣起中斷除十二緣起之滅諦及為了獲得滅諦生起覺知智慧之道諦

等，獨覺覺知四聖諦法，但是根器比聲聞高，廣修四聖諦法門。道之心要為無

我見，上述聲聞乘之主要所覺悟之眾生之無我以及所緣境之一切法非實有為法



之無我，覺悟體驗眾生及法無我。最終果位時，斷除眾生我執所引起的貪瞋等

煩惱障及實執所緣外境之粗的所執障，因此獲得獨覺阿羅漢果位。獨覺成就的

方式是前世時跟隨佛等前聽聞口訣法，修道體驗的緣因是最終成就之前出生于

佛與聲聞無出世的地，不需要他人口訣來引導，譬如看見寒林之骷顱時覺知此

乃是老死所生起之緣起等，依靠任何緣就能修得獨覺之阿羅漢果位。獨覺也宣

說佛法，但不用語來說法，而是用身體的姿勢表情或實現神變，这样信徒就能

覺知其正法義。 
三、菩薩乘：入行道門是廣發菩提心而引發修習佛子行六度法。菩提心

分二：願菩提心及行菩提心；願菩提心是看見如母有情眾生受苦時推知自己不

能忍受其苦之心，因此發欲一切眾生脫離苦海之慈心及欲遇快樂之悲心。不仅

只是如此，還發我一人承擔一切眾生脫離苦海及得一切快樂之利他增上意樂

心，因此覺知要引導一切眾生獲得圓滿佛果、生起所緣利他之真實慈心及覺知

一切眾生獲得圓滿佛果前需要自己先獲得圓滿佛果，如此生起所緣圓滿菩提之

真實智慧，簡要地說具備慈心分及智慧分二者，如此利他獲得圓滿菩提之發心

為願菩提心。如此欲得圓滿菩提，真實生起欲得圓滿菩提而行六度之發心為行

菩提心，同時受菩薩戒護持清淨之戒律。 
    六度： 
一、佈施度：修習能捨身體及一切受用於他人之圓滿能捨心為佈施度。 
二、戒律度：斷除三門之一切惡行為戒律度。 
三、忍辱度：遇到痛苦及他人傷害時心不起嗔恨能忍為忍辱度。 
四、精進度：生起最極意趣行善為精進度。 
五、禪定度：心不散亂轉注一境止息為禪定度。 
六、智慧度：如所有勝義法性之意義及盡所有世俗緣起之意義各個辨別圓滿修

習為智慧度。尤其是六度最後智慧覺悟一切無我之智慧本性。上述聲聞及緣覺

所覺悟的眾生之無我、獨覺之外境法無我，再加上內執心識也非實有之執法無

我，簡要地說覺悟一切所緣境及能執都無我，無我之一切含義都圓滿覺悟體

驗，如此智慧並無量劫之福德資糧雙修，因此破除煩惱障、一切習氣之中的法

我執以及愚眛所知之因果業報微細安立之所知障，成就全知智慧之無上菩提果

位，不勞自成地利益眾生。 
第二苦行明覺內三乘： 

     一、事業續部乘：大乘一般之入門為菩提心，但是特別咒乘比顯乘還要

殊胜增上慈悲心，如此之慈悲心引起為對一個眾生都能數劫之中行苦行，具有

一點也不愧勞之勇氣，但是無數劫中延期成佛的話無量眾生需長時忍受痛苦，

因此瞭解欲速得成佛，所以如各個密續中所記載成佛期限般，瞭解速得圓滿菩

提果之菩提心，一般外內之密乘都一樣，各個密續中記載的能成熟之灌頂為入

門法，各別在事業續部能成熟法之灌頂： 是不動如來甘露灌頂及寶身如來冠

冕灌頂，兩者為入門法，同時灌頂時所授的誓言戒（三昧耶戒）護持清淨，主

掌沐浴及清潔等外行事業。正行修道方法：見之特設為遠離造四邊（有邊、無

邊、亦有亦無及非有非無邊）及勝義空性中世俗一切顯現觀為本尊。主要自己

的心及諸法本性遠離有邊、無邊、亦有亦無及非有非無邊，世俗出了因緣緣起



之外淨除不淨之顯現， 確定能諸顯現為清淨本尊之幻化网，覺知現空真實無

二別之基礎修持體驗上續中記載的生起次第及圓滿次第之代替有相瑜伽及無相

瑜伽。 
       (一) 有相瑜伽：事業續部分近似事業續部及特別事業續部兩者，近似

事業續部沒有自身觀想本尊，所以對前迎請本尊思維如君主相，自己思維如臣

子相，因此于對前智慧本尊祈請賜加持成就，特別事業續部有自身本尊及對身

本尊觀修法。一般金剛乘是妙欲轉為道用，所以在此事業續部男女互相視看所

生起之樂轉為道用，在外密中運用觀想之明妃不是真正的明妃。 
       (二) 無相瑜伽：觀想本尊相攝持覺悟無我真實性（空性）之見，為了

心自由，因此為心所騎用的氣轉為成熟，所以續云：“命力集中”的意思為上行

氣及下行氣結合而持氣。 
       勤修如此的兩種瑜伽就能在人壽七世後獲得三部金剛持地之果位。三

部金剛持的意思是，在事業續部中只有金剛部、如來部及蓮花部，所以事業續

部的佛為三部之自性。獲得正等覺的意思了。 
       二、行續部乘：入門法的灌頂：是不動如來甘露灌頂（滅瞋恨火寶瓶

水灌頂）、寶生如來冠冕灌頂（滅平我慢山冠冕灌頂）、彌陀如來金剛杵灌頂

（消貪慾毒金剛杵灌頂），不空成就如來金剛鈴灌頂（解嫉妒鏈金剛鈴灌

頂），大日如來名號灌頂（除愚癡暗名號灌頂），明心鏡子及棍子說法允諾授

權（灌頂）等灌頂成熟根器。見：是由證悟諸法勝義無相加持力，觀諸世俗為

金剛界本尊（見跟瑜伽續部乘相同）。行：如事業部一樣主掌沐浴及清潔行

為。修：自身觀想誓言尊，對前智慧尊看待如兄弟或朋友般不分善惡唸誦，修

成堅禪為有相瑜伽，觀察五藴等諸法之四邊，證悟無生中入定無念。對無證悟

的眾生生起大慈悲心，因此修勝義菩提心為無相瑜伽。如此修兩種瑜伽，所觀

想的仙女互相微笑所生起的樂轉為道用。果：人壽五世等時獲得四部金剛持之

果位，四部為金剛部、如來部、蓮花部及寶生部，行部之佛為四部金剛持。 
       三、瑜伽續部乘：入門灌頂：是五種明灌頂加上金剛上師灌頂等成熟

根器， 見：是由證悟諸法勝義無相加持力，觀諸世俗為金剛界本尊。勝義無

相為自己心性，自性無染業障，原本就是光明之本性。情器諸法相顯現都是由

勝義無相所變化顯現地，由其加持或力量所形成，譬如冰具有水義會遇火緣就

真實化為水一般，不淨之顯現都觀為本尊，因此一切都能顯現為清淨相，淨除

世俗因果緣起不淨相，成就真實的清淨金剛界之本尊。金剛（VAJRA)梵文無

二別的意思，現空無別之自性妙智慧界〔界(Dhatu)梵文因的意思〕，所以應觀

想五部本尊之能所壇城。其他教法中稱為深明無二別本尊之瑜伽意思都相同，

深為勝義及明為顯現本尊相的意思。 
       修道法：是方便瑜伽及智慧瑜伽，此兩者也稱有相及無相瑜伽，第一

方便瑜伽是修本尊瑜伽，先觀想自身本尊及對前觀想壇城等， 自對兩者都觀

想本尊，如此自身觀想誓言本尊，然後迎請智慧本尊融入無二無別，結行收集

融入之前觀想自己及本尊無二別，因此顯明、清淨及堅定觀想等等方式修成

就。第二智慧瑜伽是上述般修勝義無相本性及勝義無相本性之加持智慧顯明之

本尊二者無二無別中入定。主要是體驗修證悟本尊顯現自性空之智慧。如此方



式修自部之仙女及互相握手所生起之欲界樂轉為道用，證得果位期間為尽力修

人生三世之中獲得五部密嚴淨土。上述四部，增益成所作業部就成為五部，成

就五部自性之佛莊嚴相好等眷屬及淨土莊嚴環境圓滿之佛果。 
第三深密隨轉方便密三乘：一、生起次第瑪哈瑜伽：此乘之慈悲心勝過

上述多種乘之慈悲心，需要具有五濁時短壽的一世中利他欲獲得金剛總持果位

之菩提心。吾與廣大眾生從原始來就安住於佛自性，無明蒙昧幻覺故未覺知如

此佛性，因此無始以來就在六道輪迴中受盡種種痛苦，對如此眾生生起強烈的

慈悲心。如此需要具有密咒金剛乘之見來確定之特設菩提心作為入門法，密乘

內部都相同。能成熟灌頂之次第，是一般瓶水、冠、金剛鈴、杵及名等五種金

剛弟子灌頂，其加上不返回金剛上師灌頂等寶瓶灌頂、秘密灌頂、智慧灌頂及

第四或名詞灌頂等如理如法獲得四種灌頂，《密精要續》記載，利益殊勝灌頂

等有多種灌頂分類，多種續記載許多不同名之灌頂，但是總的來說集中於四種

灌頂，如此高僧大德門同論，所以無上密之一切灌頂集中於四種灌頂。 
       見之特設是覺知增上二諦無二別遠離凡心，增上二諦的意思是：顯乘

認為勝義自性清淨，世俗因果緣起所生起的都是不淨，譬如情器萬物顯現般不

淨，所顯現諸法自性為空性及空性自性顯現般存在為二諦無二別的意義。在此

瑪哈瑜伽乘觀察認為顯乘之見解諸法本性自然清淨及所顯現之自性不淨，所以

其勝義諦及世俗諦兩種不能融合無二別。該乘見解為諸法本性自然清淨顯現自

性也是清淨，所以在此二諦兩種見解都勝過顯乘之見解就成為增上的意思，勝

義諦及世俗諦兩種本性就遠離一切世俗邊及自性清淨都相同，不只是如此，本

住之身及覺智等一切都是其自性，原始就具生任運而安住地，譬如火晶具火力

及彩晶具光彩力本來就具生自然具有般，心識本性本覺就具有身及覺智，則就

增上的意義，世俗之諸法顯現時不淨般顯現，諸法本性為清淨之自性，所以勝

過顯乘之見解，但是在此要成為二諦本性體同面异，不是如此就成為二諦無有

分支之過失。面异的意思是名言共相與實境共相同時並現的分別心的角度來分

二諦，如此之理論在因明學中記載，真實不成立二諦之分別，只是世俗心識所

執而已，勝義事實中二諦無有分別，其遠離執共相世俗現實之所緣。其二諦無

二別為此派不共之二諦建立，遠離凡識所緣的意思為明說現前證悟二諦的方

式。 
       修道之正行為生圓二次第：屬於此瑪哈瑜伽的多種續部有許多不同

法，宣說無盡，但是一般來說生起次第以三種等持作為基礎，其基礎需要具備

清淨、圓滿及成熟三特設。 
        
 
 
 
 
 
 



   第(一)性位等持：自心無染大光明諸法自性空性意義，觀修現證遠離能

所二相。其下、為不淨輪回中具六界身者死亡時四大次第融入，以及融入

（貪）現、（瞋）增及（癡）得最終顯現如實基位光明相同故，淨除死亡之習

氣。中、相同圓滿次第時依靠金剛身之力，氣心入中脈時如死亡次第般現前光

明顯現，最終如實光明現前，成為其能成熟之法。最後、果位光明覺智法身相

同，成為能圓滿獲得如此法身之果位。 
       第(二)現位等持：現前空性，空性中對一切眾生如幻化般生起無緣慈悲

心。性位等持是現前勝義空性，在此現位等持是顯現世俗之分支，其現位等持

下不淨輪回時死亡光明所形成的氣心之中陰身相同，其能淨除氣心身之中陰。

其中陰身為執愛取出生于下世，其現位等持之慈心也是愛取眾生，所以心境相

同。中圓滿次第時成為顯現氣心所成的幻身之主要引因的慈心相同，所以成為

能成熟圓滿次第之幻身。最後果位時成為顯現（幻身及光明）雙運身之不共因

的意大慈心相同，所以成為其圓滿成就。 
       第(三)因位等持：觀想為空性慈心融合之自光“吽”字等意命種子字之形

相。下、不淨輪回時快出生下世之意生身之中陰身相似，淨除其意生身之中

陰。中、圓滿次第時現前顯現氣心所成立的本尊身相似，其具成熟之作用。最

後、果位時顯現雙運幻身之本尊身相似，其具圓滿成就之緣。其種子字（意

命）轉化顯現為某某本尊相與其中陰身投胎後執粗身、圓滿次第時幻身化面顯

現粗身及果位時顯現粗身化身等相似。 
       現位等持是中陰身轉化成熟為報身法門。因位等持是投生中陰轉化成

熟為化身的法門，有些時候如上述一樣俱智大德們的書中記載下（輪回）及上

（涅槃）相似，所以在此也建立上涅槃三身的法門來化解下輪回的生、死及中

陰，都沒有相違意思。中陰意生身是執著心之自形色，執著心與自形色無有分

別，圓滿報身也是身與意無分別，所以為大悲心之本性。快入胎時的眾生會開

始造來世的因所以也算是投生中陰。化報二身之本性無二別，在一般凡夫眾生

前有分有顯無顯之分別而已。 
       如此三種等持作為基礎，因此要修生起次第觀想圓滿壇城及本尊，迎

請智慧尊融入無二別，賜灌頂結手印等至結行收集融入及重新回復本尊之顯現 
。圓滿次第也要自身觀想某某本尊，體內明觀（屋瑪、江瑪、若瑪）三脈（頂

輪大樂輪、喉輪受用輪、心輪法性輪、臍輪變化輪及密輪護樂輪）五輪，臍輪

等各別脈輪中央各自本尊續論中所提到的所緣之緣，微妙之不壞明點等上持

心，左右（江瑪、若瑪）脈中的氣收集融入中脈時後四大融入顯現，實現光明

之覺智（光明智慧）之境界，證悟其光明覺智時顯現氣心所成之光明幻身，最

終獲得雙運（光明及幻身）具足二淨（所知障及煩惱障二淨）之果位。 
        二、經隨類瑜伽：能成熟之灌頂是隨類瑜伽之主要續《諸佛密意總集

經》，用口訣說明根本論及註解論的含義是現今所稱的《（杜吧多旺）總集經

灌頂殊勝密續》。每個密續都需要培養各自密續中所提到的如法根器者。 
       見解：為法界覺智無二別之子，圓滿大樂菩提心之壇城自性，其為遠

離粗心之光明覺智，光明覺智之自性安住於空性為法界及覺智，其兩者無二別

故生起俱生樂如一切芝麻具有油般自然安住，其顯現無餘一切輪涅之萬物為大



樂。了悟其（法界、覺智、大樂）三者自性，諸法外內現有萬物自性如戲般無

餘安住於本覺清淨。 
       修；道之次第有生圓次第：第(一)；生起次第，在此乘修生起次第也要

以三種等持作為基礎，觀想壇城及本尊等如上述相同，此瑜伽法門如《大薈總

集本尊修道次第修法儀軌》中所記載的含義一樣，但是此瑜伽用不共之法來解

說的話，大德們同論單誦生起本尊咒（咒語）就能生起本尊為隨類瑜伽，法界

覺智無二別的大樂覺智之自力顯現本尊及壇城就可以了，如此的覺智脫離阻礙

業垢故，顯現各種輪涅萬法，所以生死中陰及道果時的三身是淨與不淨之分別

顯現，所以道果時的三身作為代替能化解生死中陰成熟三身等。特別提到法界

覺智無二別大覺智之所依金剛身脈界觀修為本尊及壇城之主要安立。 
       第(二)圓滿次第：自身觀想光明幻身之身體中央三脈五輪，臍輪脈輪中

央紅菩提之代表藏文“誒”字形象的拙火其中起火，頂輪白菩提之代表藏文“吭”
字形象的白菩提融化（白明點）下降到喉輪等各個脈輪中生起下降之四喜，所

緣密輪或氣力護持長時在密輪，然後明點上提返回各個脈輪，因此生起上提之

四喜。其能生起現前空性，主要生起空樂智慧，如此真實生起顯現光明本尊

身。 
       所以隨類瑜伽之密續明說生起次第之建立及明說圓滿次第之氣瑜伽，

二次第中主要明說圓滿次第，圓滿次第也主要明說大樂覺智等，而以分別大瑜

伽及隨類瑜伽二續。有些錯誤論說，大瑜伽明說生起次第沒有明說圓滿次第，

或記載圓滿次第，但只明說氣瑜伽，隨類瑜伽唯一明說圓滿次第或記載生起次

第，但是只明說生咒剎那生起本尊並沒有明說三種等持等之建立，圓滿次第不

需修氣瑜伽的說法、下等生起次第為大瑜伽以及所有圓滿次第的建立是隨類瑜

伽等，其言論思維是蒙昧了真確密續的含義，並瞎了慧眼，其眾人有許多一點

也沒有對其兩個瑜伽密續的生圓次第之建立的聽聞見識。我們前譯寧瑪之傳承

法部中有許多此兩個瑜伽的修法儀軌，不要變成自己的罪惡，一世中只是空口

唸誦，但一點也沒有用心去聞思了解，所以要放棄如此的習氣，應該去追隨大

德智慧者了解正確的含義。 
       其他對就此隨類瑜伽不共之少數根器者來說的話，也有不以修持圓滿

生起次第之建立，其金剛身脈氣明點之因緣外幻身、內語意之動力以及其他

顯、聞及明等生起一切分支。脈氣明點之本性: 脈之本性為身金剛，氣之本性

為語金剛，明點之本性為意金剛等，原始就清淨故脈作為根本，氣成熟故明點

成熟為大樂，依靠其等（氣脈明點）之法界覺智無二別俱生大樂覺智之力量增

長，因此淨除脈氣明點之阻礙業垢，如鐵鍍上金一般不淨之一切五藴六根六界

等攝持其（俱生大樂覺智）之力量，所以光明禪定之本尊清淨為覺智身，其果

位獲得脈清淨身金剛化身，氣清淨語金剛報身，明點清淨意金剛法身之成就。

其無污染脈氣明點之自性非有漏之脈氣明點，是於俱生大樂覺智同本性，今后

遠離業障時成為身語意無二別遍善淨妙遍虛大樂覺智之特設果位覺智身，如此

有特別殊勝的口訣，只有單一圓滿次第也能修成如上述般的成就，所以此乃是

最極瑜伽之隨類瑜伽（阿底之阿努瑜伽），義同名不同而已。 



        三、最極瑜伽：能成熟之灌頂次第為戲論灌頂、無戲論灌頂、最戲論

灌頂以及最極戲論灌頂等四種灌頂，是此本最極瑜伽的不共四灌頂，也就是全

知龍欽巴尊者造的有殊勝口訣之實行次第的《四心滴（寧提呀悉）》之中的

《比瑪心滴》。 
       見解：為明空無別遠離詮說大智慧界中覺悟，一切輪涅之諸法不需尋

找了知本覺圓滿，明覺為光明明覺智慧之本面及空為其明覺之自性遠離八戲論

邊本面之意義（生、滅、恒、斷、去、來、一、异），其（明空）中圓滿輪涅

之一切法的意義是，以其覺智本性之本面來建立的話，當下本來就安住于涅槃

的身與覺智顯現之根本童子寶瓶身，覺力與遊戲幻化面來建立輪迴的內外情器

一切法，譬如做夢時因為白天的習氣力夢中顯現外境及房屋等，不存在的外境

也如真實擁有般的顯現，如此無始輪回就是能所幻想之習氣力顯現而已，真正

意義是一切顯現沒有遠離明空大覺智中，如此的覺智具有三大特色法，本性空

為遠離一切世俗幻化遊戲邊，自性明為無滅之明，慈悲遍照為諸法顯現之根

本。 
       正行修道：次第為了知本性空本覺清淨之教導立斷及了知自性明任運

自生之教導頓超

       第(二)頓超之實修：身不脫離三身之坐法姿勢及看法姿勢，是能大覺智

之自面現前之特設身要姿勢。語氣鼻孔不呼吸，並氣口中自然出入乃是起心動

念所騎之業氣自然毀滅之語要姿勢。意外界清淨界之城內明覺自然安住，此乃

是能現前明覺韻力之身與覺智之特設意要姿勢。上述之三種特法明覺為明覺自

生光的本性，其覺力顯現金剛鏈及韻力顯現觀察智等是

兩個。第(一) 立斷：此教導之根本如上述般以自性清淨之三身

任運而安住，其三道證悟之方便及究竟果位脫離客（暫時）成之污染垢障，因

此獲得三身之成就，所以如此所淨除的是眾生之三門，其能淨除者跟所淨之眾

生的三門相同的瑜伽力修得所淨果的如來身語意，其含義集中于此，所以如前

行的引導中所記載的三門淨除法般儘力修三門淨除法。正行時姿勢：首先身要

坐毗嚧遮那七支座，語要氣自然放鬆，意要明覺大覺智中直接斷除妄念，譬如

冰塊未脫離水之自性一般，現前當下的心念之自性確定未脫離大覺智之自性

見，住、去、善惡及不善不惡等生起各種起心動念時，不追隨過去心，不期待

未來心，現在心不污染動念，明覺自位之禪定中修持護念。如果當時造起心動

念的話能破者之智慧不找他處，一切顯現之動念內心明覺中自解的方式修習，

因此獲得修持之定見，怎樣也要不滅不追隨執著顯現之一切分類，如上述般入

定，觀顯現面，首先就了知明覺之本性，並入定其中為明覺獨觀，生起執外境

之起心動念時直接確認明覺智慧，修習了悟能所重逢自解之方法。 

明覺自生光。內韻力身

與明點莊嚴之淨土能分開外顯現之脈從心輪到眼根之中相連的脈如水晶般的脈

管（白柔脈光），如牛角般的角細幼口张大，如此的心到眼根之中的脈為遠通

水光。身與明點顯現之基礎，外虛空清淨之界顯為法界清淨光。五種覺智之自

力遠離動念之网，往外顯現的五色明點為明點空光

獲得堅定明覺金剛鏈之顯現，生起覺悟明空法性之特設體驗為

。如此修習四光法門，首先 
法性現前之相。

其法性現前相之現前光明之顯現增勝故顯現獨身為覺受增長之相。然後開始寂

靜及忿怒之壇城本尊如主尊及眷屬般顯現為明覺如量之相。如此之一切道顯現



被微細（虛妄分別）尋思之習氣及微妙業氣所染污，其力由能破者智慧力消弱

能所之分別顯現融入法界中，外境之（法界）清淨顯現成為明覺與本性無二別

時，不淨之一切顯現必定融入法界中，所以外內之諸法顯現於于法性大明空中

融入窮盡，為了容易稱名形容，所以稱名為法性窮盡之相。如此本性空主要是

修立斷之道獲得究竟之法身成就、自性明主要是修頓超之道獲得圓滿報身之成

就，及慈悲遍布之修持是，一切顯現為現空無別之明覺，其明覺之顯面的原

因，立斷時阻礙心識之覺力顯現為自解，頓超時遠離阻礙之清淨顯面了知為只

是明覺之覺力，修習不執著任何法，其圓滿報身之境界中不動搖未有尋思勤

勉，自然就在化機（徒眾）前顯現化身相，獲得三身之大自性虹光金剛身

     第三分別簡說各類：其等九乘次第之聲聞、緣覺及菩薩共三乘為因乘顯

教哲學乘，及事業部等外內之密乘為果乘真言乘，並攝集於二乘或聲聞及緣覺

為小乘，其餘七乘為大乘，成為大小二乘。另解釋為聲聞小乘、緣覺中乘及菩

薩大乘成為三乘，其中攝集略義，其大乘內部也有顯密之分類，所以最終成為

九乘，因此有些學者認為佛教只有三乘教法沒有九乘的分別次第，九乘次第是

寧瑪巴自作主張的說法是風涼話，佛書中記載只有三乘的意思是三乘中攝集一

切乘的意思。總的來說顯教分聲聞、緣覺及菩薩三乘，密乘分外內密，外密分

事業部、行部及瑜伽部三乘。內密分父續母續無二續三乘總共成為九乘的說

法，是新舊密續共同之建立。在此道及乘的意思同義，所以最究竟還是成為九

乘，其認為没有九乘修道的偏見者，連必需承認修道之成就也沒有，所以此種

理論者很丟人顯眼，此簡單的疑問在有智慧的人前不必回答，但是愚癡者行走

如隨順河水變遷方向一樣，無有原因而追隨顛倒而行走，所以為了糾正愚癡者

的顛倒而宣說。 

之成

就。一般大圓滿有心界口訣三部：心部是諸法無餘了知為明覺造諸菩提心之幻

化遊戲网的方式，主要就顯現的方面說明；界部是了知明覺之本性法界自性清

淨界中自顯之莊嚴而已，主要就空性的方面說明，所以修道方法也有一點不

同，但是最終主要意義相同。在此一切密法中最殊勝秘密口訣續之精要解釋，

此乃是無上密圓滿次第之最究竟，此立斷修持法空光明法身及頓超修持法顯幻

化色身成就口訣法勝過其他心要法，所以不象先修生起次第之成熟法，多詞不

變只能如此簡釋。 

     第四實修簡要的方法：首先生起真實了知一切輪回自性都是痛苦之出離

心，自己推知受痛苦難忍之滋味，以想度化其他受苦者脫離苦海之大慈心的動

機攝持菩提心的基礎下，斷除阻礙解脫之根本我執之覺悟眾生之無我智慧，覺

悟法無我阻礙究竟全知果位之一切所知障之能破者諸法之無我智慧，及諸法之

無我於心之粗細之中觀察禪修及入定禪修力體驗無我智慧，此乃是聲聞、緣覺

及菩薩三乘之共同道。大乘不共道特別勝处是，發心之所緣究竟佛果現今就作

為道用，情器諸法見為本尊之顯現，因顯現之心不同根器故，分為三種為外密

共同之道。此等之究竟精要是，原始本覺就顯有是清淨平等之自性，也是俱生

覺智之幻化顯現，此特徵是，遠離戲論本覺清淨功德任運之明空無詮不可思意

之覺智，如此的覺智作為道用的修持就是內密不共乘之正確道，所以當勤勉精

進修行殊勝雙運法門。因此九乘之下乘次第為上乘次第的基礎，上乘次第具有



圓滿下乘次第的修道功德，譬如樓梯之階梯般不蒙昧入行次第而修，如此修法

為九乘次第略義精要未有違背之修行方式。現今如本人一樣的人士不能真實圓

滿修行，但是為了自心中種下穩固的九乘分類、次第及本性等無有錯誤之善習

氣。在一座時一個坐墊上，其等完整修體驗，勤勉依次觀察而修，汝等需知此

乃是有盛名的口訣，是無比於其他教法的殊勝精要口訣。日常實行方法：無上

密續中記載的殊勝本尊之儀軌前行皈依發心至結行收集融入法界及法界中重新

回復本尊之中的念誦詞句後，心專注詞義確知明觀，每日每座時或最後一座後

自身觀想某某殊勝本尊一面二臂擁抱佛母，體內中央觀想三脈（若瑪脈為紅菩

提脈智慧自性者，男在中脈之左，女在中脈之右。炅瑪為白菩提脈方便自性

者，男在中脈之右，女在中脈之左。屋瑪脈為中脈是方便與智慧一體之脈，覺

智氣運轉之路，一切覺智之根，其色藍）。五輪脈（三主脈分出瓣狀旁枝的五

輪脈，在頂輪形成三十二瓣的大樂脈輪，在喉輪形成十六瓣的受用脈輪，在心

輪形成八瓣的法性脈輪，在臍輪形成六十四瓣的變化脈輪，在密輪形成三十二

瓣的護樂脈輪）在臍輪脈輪中央，拙火阿字形之種子中氣心一體般的所緣持

心，有時持寶瓶氣（上行氣及下行氣和合而持氣），如口訣般合理勤修，其中

修心四種顯現及生起四喜之覺智次第，最基本也要思維方式來修四喜之覺智次

第，最終空樂俱生之大光明界中如水中跳魚般觀想某某本尊，如此的觀修法是

內密一般的有相圓滿次第。能夠的話各個儀軌之引導密續中記載的圓滿次第含

義一樣修行體驗，其圓滿次第更加殊勝特法之光明大圓滿無相圓滿次第的境界

注心修行精進。不應該修一乘而違背其餘的乘，造過失而修，而且要修一其餘

成為助伴而修，要學習成熟。前譯寧瑪巴之不共法是無上密內三瑜伽口訣之攝

要集一修持，此法前譯寧瑪巴為殊勝口訣。 
       其中大瑜伽及隨類瑜伽需要攝持最極瑜伽之見、最極瑜伽也需要加上

其餘的兩種瑜伽之口訣而修，及最極瑜伽修行中具有其餘兩個瑜伽之智慧的方

式等，有三種方式而修。 
第一、譬如大瑜伽及隨類瑜伽修生起次第本尊瑜伽來說，思維明空身與覺智之

功德原始就大自在自生任運安住之韻力悲心自然外顯，顯面本尊之自性了知為

本覺清淨之立斷見及大自在自然任運之頓超一體之明覺（日巴）自性，成為生

圓次第雙容之修行，怙主第五世卓欽仁波切言教記載“大瑜伽及隨類瑜伽需要

攝持最極瑜伽之見，如此的教法為過去的瑜伽持咒長髮者們的誓意之關鍵”。

第二、修持大圓滿需要修發揮效力之脈、氣、明點法，如持明吉美林巴之甚深

意趣教法一樣修脈、氣、明點。 
第三、唯一修最極瑜伽也要其餘兩個瑜伽之修行攝要圓滿，我們的高僧大德們

都如此同論。本人也已作好大圓滿圓滿九乘次第之修行簡要，其中去了解九乘

佛法攝要修法。略要來說需要了解九乘次第無有相違之修行，不要毀謗他宗，

要跟隨前譯寧瑪巴高僧大德成就者們的傳記學習。 
 
再次宣說：   佛陀法教教證兩種法   教為經典密續佛所傳  
                證法精要攝集九乘中   此外更無佛法之導引 
                信徒根器也有高下等   除此亦無更胜修行道 



                行走解脫果位之方法   他處尋如陽燄幻水般 
                講法後行生起聽法慧   其中思法修法為堅固 
                首先大德師前聽詞教   勤力思維其義及實修 
                為利自己希求而求學   無有虔誠帶惑不修持 
                成為殊勝教法不敬患   因此具敬信心不散亂 
                多數劫中相遇極難得   獲得大利譬喻如意寶 
                教導此法上師及法友   清淨動機入理行酬謝 
                其於戒義清淨持誓言   安靜境地能立苦修行 
                心中生起覺悟因資糧   了知未能無有資糧支 
                前世累積少分福德資   獲得敬心勝法自在王 
                具信弟子早日勤所求   為益他師今後而請求 
                隨趣大恩殊勝怙主尊   蓮花勝利佛意妙教證 
                享受具緣言傳伏藏法   此顯得權稱名轉世宣 
                抄寫員為“達覺次成”   清淨資糧福德妙金費 
                圓滿造書明解持功德   吾弟比丘日卓芸但供 
                極為甚深玄密之教法   若有誤宣漏密作懺悔 
                一切善事功德皆迴向   有情獲得金剛持果位 
                善哉，如意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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