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安来上师佛学课程



祈请金刚上师带安来
顶礼金刚上师带安来
皈依金刚上师带安来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 天龙八部，是指护持佛教的八类
护法神，即：天、龙、阿修罗、
夜叉、迦楼罗、紧那罗、乾闼婆
和摩侯罗伽。因为这八类护法神
中，以诸天和龙神的福报最大，
又以他们为上首，所以称为：天
龙八部。



天龙八部

八部众 大多来源于古印度的神话、宗
教。例如：诸天中的大梵天原本为印度神
话中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是印度教信奉的
三大主神之一；辩才天为古印度传说中的
河神，在印度教中她是从大梵天身体里诞
生出来的女神，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吉祥
天母原本是婆罗门教大神湿婆的女儿。龙
源自于印度的古蛇崇拜。阿修罗是印度最
古老的恶神之一，凶猛好斗。迦楼罗为印
度神话中一种凶猛的大鸟，是印度主神毗
湿奴的坐骑.

印度教三大主神：
梵天是创造之神，宇宙之主；
湿婆是三只眼的破坏之神（鬼眼王）；
湿奴是宇宙与生命的守护神。



天龙八部
• 佛经中记载，天龙八部时常参与

听法，庄严道场，对佛陀所说的
教法欢喜奉行，并发愿护持。

• 《卢至长者因缘经》谓：“尔时
世尊，天龙八部，四周围绕，王
及大众，五体投地，为佛作礼。”

• 《维摩吉经.佛国品》谓：“佛在
庵罗树园，诸天、龙神、夜叉、
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
罗、摩侯罗伽等，悉来会坐。”



一、天部诸尊

“天”译音为“提婆”，意译为：天界。
在佛教中指天道众生，泛指一切天道的诸神
极其眷属，包括著名的护法二十诸天中的大
梵天、帝释天、四大天王、韦陀等。天界众
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福报大，能享受各种人间
所没有的快乐。这些果报一般都是修各种善
业召感来的，也就是所说的十善业。



1. 二十诸天具体是：

一、大梵天 二、帝释天 三、多闻天王

四、持国天王 五、增长天王 六、广目天王

七、金刚密迹 八、大自在天（摩醯首罗）

九、散脂大将 十、大辩才天 十一、大功德天

十二、韦驮天神 十三、坚牢地神 十四、菩提树神

十五、鬼子母 十六、摩利支天 十七、日宫天子

十八、月宫天子 十九、娑竭龙王 二十、阎摩罗王



2. 三界诸天：

• 三界：有情众生居住的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 三界有时候指断界、离界、灭界 是三种无为解脱的对治
方法而言的。

• 三界有时又指法界、心界、众生界，这是基于《华严经》
中“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说而立的。



3. 三界的模样：
• 统领三界二十八天的天王：大梵天

天道（局部）

骑鹅的大梵天王二十八天（局部）

• 天树、天宫、天女、天花、天乐、天衣。



4. 天人五衰：
小五衰相：

（一）乐声不起，谓诸天音乐不鼓自鸣，于衰相现

时，其声自然不起。

（二）身光忽灭，谓诸天众身光赫弈，昼夜昭然，

于衰相现时，其光不现。

（三）浴水着身，谓诸天众肌肤香腻，妙若莲花，

不染于水，但衰相现时，浴水沾身，停住不干。

（四）着境不舍，谓诸天众欲境殊胜，自然无有耽恋，于衰相

现时，取着不舍。

（五）眼目数瞬，谓诸天众天眼无碍，普观大千，于衰相现时，

其目数瞬。



大五衰相：

（一）衣服垢秽，谓诸天众铢衣妙服光洁常鲜，于

福尽寿终之时，自生垢秽。

（二）头上华萎，谓诸天众宝冠珠翠彩色鲜明，于

福尽寿终之时，头上冠华自然萎悴。

（三）腋下汗流，谓诸天众胜体微妙，轻清洁净，于福尽寿终之

时，两腋自然流汗。

（四）身体臭秽，谓诸天众妙身殊异，香洁自然，于福尽寿终之

时，忽生臭秽。

（五）不乐本座，谓诸天众最胜最乐，非世所有，于福尽寿终之

时，自然厌居本座。

以上五种大衰相显现时，天人将死亡。



大梵天（一）

佛教经典中，大梵天是佛法的护持者，
在古印度，对于梵天的信仰很早就出现在印
度教中，梵天与湿婆、毗湿奴一起成为印度
教的三大主神。佛教吸收了古印度信仰中的
这一神祗，将梵天作为佛教的护法神之一，
梵天有时是释迦的右胁侍，手持白拂尘。他
又是色界初禅天之主，称“大梵天王”。大
梵天王造像有二臂像和四臂像等。四臂像则
有四面，每面各有三目，手持莲花、澡瓶、
拂尘等，还有一手作施无畏印。



大梵天（二）
梵天的传统形象有四颗头、四张脸以及

四只手臂，口中不断地诵读《吠陀经》。特
别在北印度，他常常有着一绺白胡须，代表
他几近永恒的存在。不像其它印度教神祇，
梵天的手中通常没有任何武器;但他的一只手
握有一支汤匙型的令牌，代表着将神圣的奶
油滴入自我牺牲的火柴堆。这意味着梵天是
自我牺牲的神明。他的一只手拿着一个水壶
(有时是装着水的椰子壳)，壶中的水代表万
物初始，涵盖一切。梵天也拿着一串念珠，
是他计算宇宙时间流逝的定时器。此外他也
拿着象征神圣的《吠陀经》或者代表纯净的
莲花。

在泰国及东南亚，梵天被认为是仁
慈无比的神祇，所以在拜梵天前要
戒荤吃素，以表示对动物的仁爱，
信众在日常生活中禁止虐待动物。



大梵天（三）

传说，原本大梵天长着五个头，由于他贪恋
湿婆之女娑塔如巴，因此触怒了湿婆，湿婆
割下了大梵天仰面朝天的头，因此成为了四
个头，在金刚乘的唐卡中，主尊左手多握有
作为器物的四面梵天头，在藏传佛教中，神
灵左手代表“智慧”，四面梵天头象征断灭
一切概念化的行动，也象征通过慈悲喜舍
“四无量心”，求得利他主义。 胜乐金刚唐卡

唐卡局部



大梵天（四）

形象象征：
• 四只手臂：象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也象

征心灵(右后方手臂)、智慧(左后方手臂)、自我
(右前方手臂)、自信(左前方手臂)。

• 吠陀经：象征知识。
• 黄金：象征活跃在宇宙中，而金脸则代表梵天在

创造宇宙时是处于活跃状态的。
• 鹅：象征辨别力，是梵天的座骑。
• 王冠：象征最高地位。
• 莲花：象征自然与宇宙中所有存在。
• 胡须：黑色或白色的胡须象征智慧，而长须则象

征智慧的永恒成长。



忿怒大梵天（五）

金甲护法是大梵天护法神的猛相造型，直译为
“金色胸甲的拥有者”。传说他是大梵天心间
散射而出的一束光芒化现而成。体型巨大，满
面红色，狂野粗放形同魔王。手中持金刚绳索，
用来捕捉和捆缚摧破人心的魔障。有别于印度
教大梵天王柔和的形象，藏传佛教中将大梵天
表现为充满活力的忿怒像，同时发展形成了另
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风格，展现大梵天将
领般的威武气势，表明他在天界里认真护持佛
法。



大梵天（六）
创制字母：
• 根据历史传说，梵天创造了梵字字母Brāhmī，中国文

献中也找到相同的记载： 在唐玄奘《大唐西域记》
卷二说：“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
言”(47个字母)。”。

• 梵文字母成为印度半岛最早的书写符号。

• 梵文字母中的每个字母代表了一种力量源泉，在印度，
人们修炼“瑜珈”的时候常常冥想着梵文字母。念佛
教“真言”的时候要求发音正确，因为梵文单词拼写
和读音绝对规则，用梵文字母拼写的真言，既能做到
即说即所写，又能保持真言的纯正的梵文语音，所以
用梵文字母拼写真言是念真言人士的最佳选择。



大梵天（七）

三宝住世大明灯，礼敬供养出苦轮。得遇三
宝，是众多善缘的成就，若没有佛陀累劫勤修、
大梵天王请佛住世、僧宝承传法脉、大善知识慈
悲化众，芸芸众生于漫漫长夜里，沉沦苦痛，将
无可依怙、无由出离。因此，当以至诚恳切之心，
礼敬三宝、供养劝请，如说修行、不疲不厌。愿
三宝长明之灯，照破众生无始昏昧黑暗，永燃自
心清净觉醒之光。

此故事摘自：《贤愚经．卷一》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 为后世禅宗门徒引为禅宗起源的典据。
又名《问佛决疑经》。

• 内容叙述世尊于灵山会上拈金波罗华，
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乃说我有正法
眼藏、涅般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
付与摩诃迦叶。后世禅徒乃谓此事为禅
的起源。“拈花微笑”的典故即依据本
经。



入佛教后，帝释的形像通常
呈天人形，乘白象，右手执
三钴杵、左手置于胯上。

帝释天（一）

• 帝释天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吠陀时代，他
是手持金刚杵、骑着白象、投掷雷电的战
争之神。

• 佛教产生后，他是女人变成的帝王。其形
象依《大日经疏》等说，头戴宝冠，身披
璎珞，手持金刚杵，身骑白象，住于须弥
山，有诸天及众眷属围绕 。

• 帝释天是忉利天（三十三天）的统治者。
也是四大天王及天、龙、夜叉们的统率，
密宗将他列为十二天之一。

• 帝释天不断七情六欲。



帝释天（二）

《贤愚经》卷一《梦天请法六事品》

《六度集经》卷一《萨波达王本生》

萨波达国王------舍身救鸽



三位侍女可能象征在忉利天时的
三位夫人 。侍女中一位给帝释天
打方顶幡盖，以示庄严神威。另
一侍女右手拈一牡丹花，左手托
一牡丹花盆，以示艳丽富贵。最
有趣味的是第三位侍女，双手捧
一山石盆景，这是忉利天之山颠，
浓缩为盆景。（法海寺壁画）

帝释天（三）
具《法句譬喻经》记载，有位忉利天的天王，

叫帝释天，将近命终，现五衰相，他用天眼看到
命终之后，自己会堕落在畜生道，生为驴子，感
到非常痛苦。他想到能救度苦厄的只有佛，就立
刻来到佛的面前，佛正好在讲法，他便跑去求助。
他看见佛倒头就拜，向佛顶礼，至诚恳切地三皈
依，顶礼完毕寿命就终结了，投身驴肚。当天母
驴的主人家宴请宾客，不知为什么，那驴乱闯厨
房弄得一塌糊涂，主人恼怒，鞭责于它，致驴流
产。帝释天遂得回归天上，年寿大增，继续为帝
释天。

这时佛陀就赞叹说：“善哉！善哉！帝释天，
你能够在临终时皈依三宝，实在很有福报。”随
后，佛陀为他讲经说法。这位帝释天，当下就证
得须陀洹果。



帝释天（四）

• 《地藏经》“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各方
的佛和大菩萨知道佛要讲经了，都来忉利天宫
聚会。忉利天王也就是帝释在这一会 当做大功
德主，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是修了
很大的福报。一切诸佛如来齐聚，是无比稀有
的因缘，此是殊胜圆满到了极处。

• 作为护法神，他的主要职责是保护佛陀、佛法
和出家人。如佛陀在树下修道时，魔众进攻扰
其禅思，帝释即吹响贝螺，保护佛陀；佛陀涅
盘时，帝释天又显身，念诵颂诗；他还保护佛
陀的舍利。



四大天王

东方持国天王
负责守护东胜神洲，
以乾闼婆、紧那罗、
富单那、毗舍阇等
为持国天王的部众，
是‘二十诸天’中的
第四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他负责守护南赡部洲，
以鸠盘茶、薜荔多等
为增长天王的部众，
是‘二十诸天’中的第
五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他负责守护西牛贺洲，
以龙王等为广目天王
的部众，是‘二十诸天’
中的第六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他负责守护北俱芦洲，
以夜叉与罗刹为多闻
天王的部众，是‘二十
诸天’中的第三天王



多闻天王财宝天王 托塔李天王

多闻天（毗沙门）



传说吉祥天母原是古印度婆罗门教
大神湿婆的女儿，有一次，当释迦
牟尼佛于入禅定之时。许多外道来
扰。佛陀作法，降伏群魔，吉祥天
女也在其中，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
吉祥天女是忿怒身的女护法，凡是
破坏佛法者，都将被她征服和处置，
因此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都在供养。

吉祥天（吉祥天母）



辩才天，意译为妙音天、大辩才天。
辩才天的声音极为优美，擅长唱歌，
故名妙音天、美音天、妙音佛母。是
藏传佛教中很重要的一位本尊，她能
赐予信仰、供奉者以智慧和才艺。此
天原本是古印度人所信仰的河神，后
来演变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之一。主要
掌管学问、辩才、音乐以及福德，同
时也是掌管梵文的本尊护法，只要供
养她就能得到福报与智慧，在西藏凡
是学习梵文的人，都会修习她的本尊
法。所以藏传佛教中很受重视。

辩才天（妙音天女）



• 大圣摩利支天，也有人依据梵语，翻译
成摩利支提婆、摩里支天、末利支天。
意译阳焰威光，也就是积光天焰的意思。

• 在佛教中，她是一位能够自我隐形，同
时为众生除灭障难，施予利益的女神！
尊称她为摩利支天菩萨、大摩里支菩萨。

• 在藏地被称为“光明天母”，具有广大
自在神通，念其名号能速离灾厄，诵其
咒语能够隐身免受诸难以及索回债主拖
欠财物，受武士阶层崇拜供奉，在西藏、
日本较有声望，可谓家喻户晓。

摩利支天（光明佛母）



二、龙众

龙，音译那伽或曩誐，意译为龙众。
不论是在汉地还是藏地，龙都是极具
威力的生灵。佛教中的龙源自印度的
古蛇崇拜，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为护法
神，主要指主宰水族的龙和龙王。龙
众皆自幼向佛，是佛法虔诚的信徒和
坚定的守护者。



• 佛经中有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名称。
《大智度论》中载，佛祖释迦牟尼前世也曾
为大力毒龙，受戒后，入林间修行，有猎人
贪图其皮，以刀剥取。毒龙原来可以轻易击
杀猎人，因为持戒之故，不再吝惜其身，任
凭猎人剥取，失皮后入水中，又忍痛任小虫
啮噬，并发愿成佛时，将以佛法度化众生，
随即命终，往生忉利天。

• 《龙树传》记载，龙树菩萨曾随龙王入大海，
在龙宫中看到了诸多佛法宝藏，后龙树菩萨
从龙宫获得《华严经》，这就是《华严经》
其中一个版本的来源。经中记载，释迦牟尼
佛诞生时，有难陀、跋难陀二龙王为他灌水
沐浴。



八大龙王

1 难陀龙王

2 跋难陀龙王

3 沙伽罗龙王

4 修吉龙王

5 德叉伽龙王

6 阿那婆达多龙王

7 摩那斯龙王

8 优婆罗龙王



最先见到佛陀的文邻龙王

• 经中记载，最先见到佛陀的是文邻龙王。

• 佛陀为文邻龙王讲法，并为他受了三皈依。

六年苦行修道



龙女成佛

八岁之龙女由于受持法华经之功德而即身成
佛。据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载，龙女即娑
竭罗龙王之女，年甫八岁，智慧猛利，诸佛
所说甚深秘藏悉能受持，乃于刹那之顷，发
菩提心，得不退转。复以一宝珠献佛，以此
功德愿力，忽转女成男，具足菩萨行。刹那
顷住于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中，成正等
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广为人天说
法，娑婆世界之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人、
非人等皆遥见而欢喜敬礼。

迦诺迦伐磋尊者手持念珠，侧身，
微笑着注释龙女，龙女手捧珍宝，
献给尊者。



龙树菩萨入龙宫求法

• 龙树菩萨，南天竺人，是古印度有名的佛教哲
学家。也是佛教中观派的奠基者；同时，他被
奉为禅宗第十四代祖师、西土的十三祖；被尊
为印度“二圣六庄严”之一。

• 龙树菩萨的著作很多，有名的：《中论》、
《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
论》《六十颂如理论》、《破有论》、《七十
空论》等，这些都是佛学中非常重要的典籍；
关于密宗的著作有《五次第论》、《密集依法
摄要》、《密集金刚续释》等。

唐卡中，龙树菩萨身披袈裟，双手
结说法印，端坐于莲花座上，身后
有蓝色背光，头顶显现七条彩龙。
莲花座下方，龙王海中显现，双手
托经书献给龙树菩萨。这里象征龙
树菩萨从龙宫取得《华严经》。



“二胜六庄严”，或“二圣六庄严“，藏传佛教术语，为八位著

论或者著疏印度佛教论师。其著作均为藏传佛教必读的哲

学名著，多被编入五部大论之中。

• 二圣，指释迦光与功德光。

• 六庄严，分别为龙树、圣天、无著和世亲、陈那、法称。

• 此外还有，二稀有，即马鸣与寂天。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