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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香讚】

爐香乍爇　法界蒙薰

諸佛海會　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

【三皈依】

南無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三稱）

【發菩提心】

我今發心　不為自求　人天福報　聲聞緣覺　乃至權乘　

諸位菩薩　唯依最上乘　發菩提心　願與法界眾生　

一時同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歸命本師】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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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法藏．佛典漢譯」

現行譯文凡例

v 1 . 1

2 0 2 0 年 1 0 月 2 2 日

壹、通則

一、讀者與譯文類型界定

本翻譯計畫所設定的目標讀者為一般信眾，而非學術界。在考證與

文字的運用方面，固然會盡力參考文獻學、佛學研究等相關學科的研究

取徑與成果，但因本計畫所著眼者，在於盡可能的正確傳達佛法義理，

促進經文的可流通性，因此容有未能兼顧前述學科研究目的與學科規範

之處，箇中有所取捨，在所難免。望識者諒察。

二、關於譯文品質

1.「信達雅兼備」是人們對於各領域翻譯成果的理想期待，但在實

務上，本計畫所公告的譯文是以「信實」和「通達」為務，至於「典雅」

的目標，則有待譯文公告後，廣徵諸家見解，再逐漸修潤，方能更趨近

理想。

2. 線上版公告後，僅以「暫行電子版」的形式流通，仍非定稿。

三、關於格式

1. 譯文標有 [sic.] 註記處，表示該處存疑、待考，或有訛誤，但仍依

原文錄入。

2. 凡遇有［］符號處，表示在［］內的文字乃原文所無，但為便利

讀者理解與行文流暢，由譯者或編輯部補上。至於轉寫為現代書面語的

版本當中，則不另行標註。

四、藏文原典選用與版本校勘

1. 本計畫選用原典為德格木刻版的《甘珠爾》與《丹珠爾》，漢藏

對照本的藏文版本來源，係根據德格木刻版的圖檔，經電腦運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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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辨識 (OCR) 後所輸出的藏文文字檔。電腦檔案來源為 https://github.

com/Esukhia/derge-kangyur。

2. 版本校勘方面，漢藏對照本的藏文部分，遇有 <> 符號並以上標

方式註記處，表示該處在不同刻版間存在著差異。校勘對照本的依據，

是以中國藏學中心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校勘本為主。校勘仍容有未盡

理想之處，凡遇未及校勘之處，則由譯者或編輯部另於腳註中附帶說明。

3. 為避免造成在腳註中存在過多的版本校勘說明，因此讀者若欲詳

知版本間的差異，請逕行參考 <> 內的校勘文字，擬不於經文中另行說明。

貳、關於翻譯《甘珠爾》（佛說部）

一、《甘珠爾》的譯文，以傳統佛經語文體呈現，並另行製作現代

語文體版本，俾令不同閱讀偏好的讀者自行擇其所好。

二、《甘珠爾》的名相、一般詞彙使用與表述形式方面，以盡可能

承繼、沿用漢文大藏經中既有的古譯為原則，亦即：譯詞以正確表達藏

文原意為前提，但在譯詞的選用方面，則對照藏文原典文本與既有漢譯

古本，盡可能準用或參考古代漢譯本的表述方式。

叁、關於將佛經語文體改寫為現代語文體

一、關於既有語彙的使用，採用保留原譯的原則。

1. 凡遇慣用語、成語或類似成語的陳述句處，在保留原狀不至於造

成讀者閱讀障礙的前提下，不硬性改寫為現代語體文，以免反而造成文

句生澀拗口。

2. 凡遇境界名稱、非專有名詞的術語等缺乏具體文獻佐證者，或為

孤例者，則保留原譯，不進行改寫。

二、為令行文暢達，若遇同段文字的主詞重複時，將酌情刪除重複處；

若遇文句順序需更動，以令文義表述符合漢文使用習慣者，或者需添加

主詞以凸顯文義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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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題　解

佛世尊在靈鷲山上時，應觀自在菩薩所問，向諸大比丘以及菩

薩們宣說了關於初發心菩薩所應修學的要點，包括：從行門來說，

應當善護根門、遵循因果、依善知識、不貪輪迴，並觀世俗輪迴如

夢似幻；從入定位的立場而言，則應超越有實法與無實法之對立性，

使得對於空性的了悟臻於穩定。

根據跋文，此經是由阿底峽尊者（ A t i ś a d ī p a ṃ k a r a ś r ī j ñ ā n a ,  
9 8 2 - 1 0 5 4 ）傳入藏地，屬於藏傳佛教後弘期的早期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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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現代書面語文體版

{D150}<མཚན་བྱང་འདི་ཆོས་ཚན་འདིའི་མཚན་བོད་སྐད་དུ་སོྨས་པ་ལྟར་བཀོད།>༄༅།།རྒྱ་གར་སྐད་དུ།       <གཡུང་། པེ། སྣར། ཨཱརྱ།>བ་ལོ་ཀི་<ལི། སྣར། ཅོ། ཀེ།>ཏེ་ཤྭ་ར་པ་

རི་པྀྲཙྪ་སཔྟ་<གཡུང་། པེ་པཱིཙྪ་ས་པ་ཏེ། ལི། སྣར། ཅོ།              པྟ།>དྷརྨ་ཀ་ནཱ་མ་མ་ཧཱ་ཡཱ་ན་

梵語：Āryāvalokiteśvaraparipṛcchāsaptadharmakanāmamahāyān

asūtra.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གིས་ཞུས་པ་ཆོས་བདུན་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

མདོ།

藏譯：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漢譯：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頂禮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中，一千二百五十

位大比丘僧，以及極為眾多的菩薩們共會一處。當時，聖觀世

音菩薩摩訶薩從座上起身，將上衣披掛於一肩（意即披於左肩

上，右肩隨之袒露），右膝跪立於蓮花中央，向世尊所在之處，

{D150}<མཚན་ང་འ་ས་ཚན་འ་མཚན་ད་ད་་ས་པ་ར་བད།>༄༅།།་གར་ད་། ་  <གང་། ། ར། །>བ་་་
<། ར། ། །>་་ར་པ་་་ས་<གང་། ་་ས་པ་། ། ར། ། ་ས།>དྷ་ཀ་་མ་མ་་་ན་  ་།  

梵语：AĀ ryāvalokiteśvaraparipṛcchāsaptadharmakanāmamahāyānasūtra. 

 

ད་ད་། འཕགས་པ་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ག་ས་ས་པ་ས་བན་པ་ས་་བ་ག་པ་ན་་མ། 
藏译：'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顶礼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以

及极为众多的菩萨们共会一处。当时，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从座上起身，将上衣
披挂于一肩（意即披于左肩上，右肩随之袒露），右膝跪立于莲花中央，向世尊
所在之处，合掌恭敬，并请教世尊道：「世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学哪
些法呢？」 

 
世尊于是向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开示道：「善男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

学七法。何谓七法？亦即： 
纵使起了分别念，也不应依止贪欲，更何况是两根交合呢？ 
即便在梦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师长；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1 

 
1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执着一词，原文写做 ཡོངས་�་འཛ�ན་པ，梵文做 parigraha，其广义解释，为「摄
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执取的意思，也译做摄受、摄护、摄殖。其狭义解释，尚有
「起贪爱执着之义」，古译做「爱藏」。 

又，「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一句，可做二解。虽然从字面看来，二种解法对于「禽鸟」这
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规律，是以此处将二种解释并陈，而于译
文呈现方面，则选择拥有较多文献依据的第一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即此处所译，义为「应
当如同禽鸟，心无所执取」。例如，在不空所译的《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མཐའ་ཡས་པ་�བ་པའི་ག�ངས། 德
格版《甘珠尔》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之中，也用了禽鸟的譬喻：「精麁知足
犹如鸟，得为人身作果实。」（CBETA, T19, no. 1009）该经中的鸟，是用于譬喻「精麁知足」（ངན་

ངོན་དག་གིས་ཆོག་�ས། 也即「拥有种种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满足」）的，属于正面意义的解释。若据此解
释，则「应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二句，应理解为「因为心如禽鸟般懂得知足，因此不会贪求、
执取」。阿底峡（Atiśa, 982-1054）尊者的教言，也有这么一段话，恰可对应此种解释：「逐出人
群如野兽，偶或觅食如禽鸟。」（མི་�ལ་ནས་�ད་རི་�གས་འ�། ། འ�ལ་ལ་ཟས་འཚ�ལ ་�་དང་འ�། 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
编，《噶当藏文孤本丛刊（2）阿底峡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页 148）。此外，夏日
东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ཟང་བཤད་�བ་�་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宝聚释》（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ངས་པའི་འ�ེལ་པ）之中，

{D150}<མཚན་ང་འ་ས་ཚན་འ་མཚན་ད་ད་་ས་པ་ར་བད།>༄༅།།་གར་ད་། ་  <གང་། ། ར། །>བ་་་
<། ར། ། །>་་ར་པ་་་ས་<གང་། ་་ས་པ་། ། ར། ། ་ས།>དྷ་ཀ་་མ་མ་་་ན་  ་།  

梵语：AĀ ryāvalokiteśvaraparipṛcchāsaptadharmakanāmamahāyānasūtra. 

 

ད་ད་། འཕགས་པ་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ག་ས་ས་པ་ས་བན་པ་ས་་བ་ག་པ་ན་་མ། 
藏译：'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顶礼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以

及极为众多的菩萨们共会一处。当时，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从座上起身，将上衣
披挂于一肩（意即披于左肩上，右肩随之袒露），右膝跪立于莲花中央，向世尊
所在之处，合掌恭敬，并请教世尊道：「世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学哪
些法呢？」 

 
世尊于是向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开示道：「善男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

学七法。何谓七法？亦即： 
纵使起了分别念，也不应依止贪欲，更何况是两根交合呢？ 
即便在梦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师长；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1 

 
1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执着一词，原文写做 ཡོངས་�་འཛ�ན་པ，梵文做 parigraha，其广义解释，为「摄
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执取的意思，也译做摄受、摄护、摄殖。其狭义解释，尚有
「起贪爱执着之义」，古译做「爱藏」。 

又，「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一句，可做二解。虽然从字面看来，二种解法对于「禽鸟」这
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规律，是以此处将二种解释并陈，而于译
文呈现方面，则选择拥有较多文献依据的第一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即此处所译，义为「应
当如同禽鸟，心无所执取」。例如，在不空所译的《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མཐའ་ཡས་པ་�བ་པའི་ག�ངས། 德
格版《甘珠尔》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之中，也用了禽鸟的譬喻：「精麁知足
犹如鸟，得为人身作果实。」（CBETA, T19, no. 1009）该经中的鸟，是用于譬喻「精麁知足」（ངན་

ངོན་དག་གིས་ཆོག་�ས། 也即「拥有种种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满足」）的，属于正面意义的解释。若据此解
释，则「应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二句，应理解为「因为心如禽鸟般懂得知足，因此不会贪求、
执取」。阿底峡（Atiśa, 982-1054）尊者的教言，也有这么一段话，恰可对应此种解释：「逐出人
群如野兽，偶或觅食如禽鸟。」（མི་�ལ་ནས་�ད་རི་�གས་འ�། ། འ�ལ་ལ་ཟས་འཚ�ལ ་�་དང་འ�། 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
编，《噶当藏文孤本丛刊（2）阿底峡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页 148）。此外，夏日
东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ཟང་བཤད་�བ་�་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宝聚释》（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ངས་པའི་འ�ེལ་པ）之中，

{D150}<མཚན་ང་འ་ས་ཚན་འ་མཚན་ད་ད་་ས་པ་ར་བད།>༄༅།།་གར་ད་། ་  <གང་། ། ར། །>བ་་་
<། ར། ། །>་་ར་པ་་་ས་<གང་། ་་ས་པ་། ། ར། ། ་ས།>དྷ་ཀ་་མ་མ་་་ན་  ་།  

梵语：AĀ ryāvalokiteśvaraparipṛcchāsaptadharmakanāmamahāyānasūtra. 

 

ད་ད་། འཕགས་པ་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ག་ས་ས་པ་ས་བན་པ་ས་་བ་ག་པ་ན་་མ། 
藏译：'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gis zhus pa chos bdun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汉译：圣观自在菩萨所问七法大乘经 

 

顶礼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灵鹫山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僧，以

及极为众多的菩萨们共会一处。当时，圣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从座上起身，将上衣
披挂于一肩（意即披于左肩上，右肩随之袒露），右膝跪立于莲花中央，向世尊
所在之处，合掌恭敬，并请教世尊道：「世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学哪
些法呢？」 

 
世尊于是向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开示道：「善男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应当修

学七法。何谓七法？亦即： 
纵使起了分别念，也不应依止贪欲，更何况是两根交合呢？ 
即便在梦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师长；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1 

 
1 如禽鸟般，不起执着：执着一词，原文写做 ཡོངས་�་འཛ�ན་པ，梵文做 parigraha，其广义解释，为「摄
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执取的意思，也译做摄受、摄护、摄殖。其狭义解释，尚有
「起贪爱执着之义」，古译做「爱藏」。 

又，「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一句，可做二解。虽然从字面看来，二种解法对于「禽鸟」这
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规律，是以此处将二种解释并陈，而于译
文呈现方面，则选择拥有较多文献依据的第一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即此处所译，义为「应
当如同禽鸟，心无所执取」。例如，在不空所译的《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མཐའ་ཡས་པ་�བ་པའི་ག�ངས། 德
格版《甘珠尔》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之中，也用了禽鸟的譬喻：「精麁知足
犹如鸟，得为人身作果实。」（CBETA, T19, no. 1009）该经中的鸟，是用于譬喻「精麁知足」（ངན་

ངོན་དག་གིས་ཆོག་�ས། 也即「拥有种种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满足」）的，属于正面意义的解释。若据此解
释，则「应如禽鸟般，不起执着」二句，应理解为「因为心如禽鸟般懂得知足，因此不会贪求、
执取」。阿底峡（Atiśa, 982-1054）尊者的教言，也有这么一段话，恰可对应此种解释：「逐出人
群如野兽，偶或觅食如禽鸟。」（མི་�ལ་ནས་�ད་རི་�གས་འ�། ། འ�ལ་ལ་ཟས་འཚ�ལ ་�་དང་འ�། 参见：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
编，《噶当藏文孤本丛刊（2）阿底峡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页 148）。此外，夏日
东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ཟང་བཤད་�བ་�་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宝聚释》（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ངས་པའི་འ�ེལ་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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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掌恭敬，並請教世尊道：「世尊！初發菩提心的菩薩，應當

修學哪些法呢？」

世尊於是向觀自在菩薩摩訶薩開示道：「善男子！初發菩

提心的菩薩應當修學七法。何謂七法？亦即：

縱使起了分別念，也不應依止貪欲，更何況是兩根交合呢？

即便在夢中，也不依止不善的師長；

如禽鳥般，不起執著；１ 

精通方便與智慧，從而不具我慢與我執；

斷除［對於］實有與無實［的執著］，進而具足穩定的空

解脫［境界］；

應當藉由了知「非真實」的智慧，對於如同幻術、夢境般

的輪迴，不生好樂歡喜；

不毀謗因果。

善男子！初發菩提心的菩薩應當學習這七種法。」

世尊給予此般開示後，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以及比丘、菩薩

們，皆大歡喜，稱揚讚歎世尊所言。

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印度親教師地槃迦囉師利闍那（吉祥燃燈智，即阿底峽尊

者）及譯師比丘給威羅珠（善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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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１ 如 禽 鳥 般， 不 起 執 著： 執 著 一 詞， 原 文 寫 做 ཡོངས་སུ་འཛིན་པ， 梵 文 做

parigraha，其廣義解釋，為「攝物而取之」，有接受、抓住、不放、執取

的意思，也譯做攝受、攝護、攝殖。其狹義解釋，尚有「起貪愛執著之義」，

古譯做「愛藏」。

又，「如禽鳥般，不起執著」一句，可做二解。雖然從字面看來，二種解法

對於「禽鳥」這一譬喻的理解恰好相反，但皆有所本，也都符合文法規律，

是以此處將二種解釋並陳，而於譯文呈現方面，則選擇擁有較多文獻依據的

第一種解釋。其中，第一種解釋即此處所譯，義為「應當如同禽鳥，心無

所執取」。例如，在不空所譯的《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སྒོ་མཐའ་ཡས་པ་སྒྲུབ་

པའི་གཟུངས། 德格版《甘珠爾》Vol. 54, BDRC ID: W4CZ5369, folio 295a.1）

之中，也用了禽鳥的譬喻：「精麁知足猶如鳥，得為人身作果實。」（CBETA, 
T19, no. 1009）該經中的鳥，是用於譬喻「精麁知足」（ངན་ངོན་དག་གིས་ཆོག་

བྱས། 也即「擁有種種菲薄之物，便已感到滿足」）的，屬於正面意義的解釋。

若據此解釋，則「應如禽鳥般，不起執著」二句，應理解為「因為心如禽鳥

般懂得知足，因此不會貪求、執取」。阿底峽（Atiśa, 982-1054）尊者的教

言，也有這麼一段話，恰可對應此種解釋：「逐出人群如野獸，偶或覓食如

禽鳥。」（མི་གྲལ་ནས་བུད་རི་དྭགས་འདྲ། ། འཕྲལ་ལ་ཟས་འཚོལ་བྱ་དང་འདྲ། 參見：百慈藏文

古籍研究室編，《噶當藏文孤本叢刊（2）阿底峽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

社，2006，頁 148）。此外，夏日東活佛（ཤར་གདོང ༠༥ བློ་བཟང་བཤད་སྒྲུབ་རྒྱ་མཚོ། 

1922-2001）所造《喻法寶聚釋》（དཔེ་ཆོས་རིན་ཆེན་སྤུངས་པའི་འགྲེལ་པ）之中，更

曾經針對此句經文做出專門的註釋，並同時呼應了阿底峽尊者的教言，文中

提到：「應當如此理解其義：正如同禽鳥等並不做蓄積，應於財物無所蓄積、

無所貪執。」（བྱ་ལ་གསོག་འཇོག་མེད་པ་ལྟར་དུ་རྒྱུ་ནོར་གསོག་འཇོག་དང་འཛིན་ཆགས་མེད་པར་

གོ་དགོས། 參見：夏日東，《夏日東文集（第三卷）》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頁 555）

另一種解釋，則為「不應如禽鳥之心，而應當無所執取」。若採此解，那麼，

其中的「禽鳥」一詞，則被用於譬喻貪心。這是屬於較為通俗、口語傳播性

質的用法，此種用法通常將禽鳥（或者按照狹義解釋，理解為「雞」）解釋

為貪欲的象徵。然而，此種對於「如禽鳥」（བྱ་དང་འདྲ）一詞的解釋，目前

僅有《賢者喜宴》（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中有「我欲得雨如禽鳥」（ང་ནི་ཆར་

འདོད་བྱ་དང་འདྲ）一句支持此一說法（參見：巴俄．祖拉陳瓦，《智者喜宴》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頁 1463），目前尚未得見其他進一步的文獻予

以佐證。基於上述理由，本譯文仍採第一種譯法。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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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佛滅罪真言】（三遍）

離婆離婆地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

          【補闕真言】（三遍）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問訊）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問訊）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領大眾　一切無礙（問訊）

【迴向文】

（一）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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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殊勝行

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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