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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三代同堂

2011年薩迦法王向佛友們恭賀新年

兔年佛心遍佈慈雲
從天而降甘露法雨

如雷貫耳吉祥法音
寰宇普潤福祿壽喜

薩迦法王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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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寶金剛仁波切與文殊季刊佛友賀新年

May the Year of the Iran Rabbit bring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spiritual fulfillment to
you and all your loved ones.
願金兔年帶給您及閤府快樂、事業興盛、道業日進

In the Dharma,
Khonrig Ratna Vajra Sakya
& Family
大寶金剛仁波切閤府同賀
Artwork by Dagmo Kalden D.Sakya
此賀卡由小佛母甘登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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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薩迦法王海外弘法行程
日期

地點 及 項目

2月16-23日

新加坡－薩迦中心
阿彌陀佛沙壇城大法會

5 月17 日

美國 紐約沃爾頓－大悲遍空寺
北美弘法開始

5 月21日

美國 馬里蘭州－薩迦彭措中心
長壽灌頂 及 開示

5 月22-23日

美國 馬里蘭州－薩迦彭措中心
文殊灌頂

5 月26日
5月27-28日
5月29日

美國 波士頓－波士頓薩迦佛學協會
佛法開示
勝樂金剛灌頂
長壽灌頂

5 月31日

美國紐約州阿爾巴尼－丹增嘉措協會
索甲仁波切北美道場

6月 1-30日

美國 紐約沃爾頓－大悲遍空寺
道果教學

6月25 日

美國 紐約市－薩迦法輪中心
阿彌陀佛灌頂 及 財神灌頂

日期

8月4-7日

8月9日
8月10日
8月12日

美國 加州 卡札德洛
－蓮花生和平協會
寧瑪派阿邦大伏藏師烏金聽列林巴伏
藏及口傳
美國 波特蘭
－Nyengyud Samten Choling
遠離四種執著教授
藥師佛灌頂 及 蓮師灌頂
美國 奧林匹亞– 那瀾陀佛學院
千手千眼觀音灌頂、陀羅尼口傳 及
佛法開示

8月14日
8月15日

美國 西雅圖－薩迦寺
千手千眼觀音灌頂
佛法開示 及 教學

8月17-18日

美國 維多利亞
Sakya Thubten Kunga Choling
佛法開示 及 教學

美國 紐約市－Tsechen Tsopa中心

8月20-22日

加拿大 溫哥華
－Sakya Tsechen Thubten Ling
普巴金剛灌頂及教學

8月24-25日

加拿大 卡加利
長壽灌頂及佛法開示

7月2-4日

美國 紐約市－吉祥薩迦中心
白度母灌頂及教學

7月 5-7日

美國 梅奧
佛法開示

8月27-31日

加拿大 多倫多– Sakya Choekhor
Ling
佛法開示 及 教學

7月9日
7月10日
7月11日

美國明尼蘇－明尼蘇達薩迦中心
長壽灌頂
觀音灌頂
普巴金剛食子灌頂

7月13日
7月14日

美國洛杉磯
－大悲遍空寺(洛杉磯分部)
佛法開示
文殊灌頂

9月8-18日
9月28日
10 月
11月3-10日

印度 德拉敦－ 薩迦寺
普巴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11天
薩迦法王長壽法會
珍寶曼百尊結集灌頂(三)
喜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8天

7月16-17日

墨西哥
佛法開示 及 教學

11月中

尼泊爾 藍毗尼園
普賢祈願大法會

7月18-19日

哥斯達黎加
佛法開示 及 教學

7月20-28日

巴西
佛法開示 及 教學

6月26 日

美國 聖克魯斯 金剛手中心

7月29日

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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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

12月 20-27日
2012年1 月2-8日
1 月16-22日
2月15-21日
2月22日

美國 三藩市Ewan Choden中心
7月30日
長壽灌頂
7月31日- 8月1日 喜金剛因灌頂
8月 2日
佛法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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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及 項目

美國 加州 帕羅奧多
觀音灌頂及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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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沃爾頓 －大悲遍空寺
北美信眾為法王提早慶祝壽辰及作長
壽供養法會

印度 德拉敦－ 薩迦寺
三昧耶護法祈願大法會8天
勝樂金剛大灌頂7天
護法托瑪供養回遮大法會7天
歲末普巴金剛拋擲食子除障大法會
7天
慶祝藏曆新年法會

2011大寶金剛仁波切海外弘法行程表
日期
5月
11-16日

5月
18-19日
5月
21-22日
5月
25-26日
5月
28-29日
6月
15-30日

地點
Sakya Kalden Ling
Frankfurt, Germany (德國法蘭克福)

聯絡方式

Linkstr.66
65933 Frankfurt
Tel: +49 (0) 69 9563 7237
Sakya Dechen Ling
Alexanderstr, 141A
Stuttgart, Germany(德國)
70180 Stuttgart
Tel:+49 (0) 711 780 3763
Ngakpa Rangshar Ling
Schillerstrasse 3
Lahr, Germany(德國)
77933 Lahr – Schwarzwald
Dzogsar Ngari Dharma Mati Institute Rustenhof 5
Near Detmold, Germany(德國)
33034 Brakel
Tel: +49 (0) 172 214 3180
Tel: +49 (0) 172 691 6576
Sakya Kalden Ling
Linkstr.66
Frankfurt, Germany(德國法蘭克福)
65933 Frankfurt
Tel: +49 (0) 69 9563 7237
Sakya Kalden Ling
Linkstr.66
Frankfurt, Germany(德國法蘭克福)
65933 Frankfurt
(法會由僧侶進行，Sakya Kalden Ling此時 Tel: +49 (0) 69 9563 7237

info@sakya-foundation.de
www.sakya-foundation.de

Rigpa-Zentrum
Berlin, Germany(德國法蘭克福)

info@rigpa-zentrum-berlin.de
www.rigpa-zentrum-berlin.de

sakya.stuttgart@gmail.com
www.dechen-sakya.de
info@tibet-lahr.de
www.tibet-lahr.de
himalasia@wlink.com.np
susanne.v.d.heide@gmx.de
info@sakya-foundation.de
www.sakya-foundation.de
info@sakya-foundation.de
www.sakya-foundation.de

駐錫紐約)

7月2-3日

Soorstraße 85
14050 Berlin
Tel: + 49 (0)30 232 550 24

7月5-14日 Moscow, Russia(俄羅斯莫斯科)

7月
16-19日
7月
21-24日

Sakya Tashi Choling,
Budapest, Hungary(匈牙利布達佩斯)
Sakya Ngonga Ling
Florence, Italy (義大利佛羅倫斯)

7月
26-31日

Sakya Thukje Ling
Biarritz, France (法國)

8月 2-3日

Sakya Ling
Reading, UK (英國)

8月 5-7日

Sakya Buddhist Centre
Bristol, UK (英國)

8月 9-15日 Sakya Thubten Ling
Bournemouth, UK (英國)
8月16日

Sakya Dechen Ling
London, UK (英國倫敦)

8月
19-25日

Fundación Sakya Pedreguer
Alicante, Spain (西班牙)

8月
26-27日

Sakya Drogon Ling
Denia, Spain (西班牙)

8月29日
-9月2日

Sakya Gephel Ling
Barcelona, Spain (西班牙巴塞隆納)

Kirlyok Utja 38
H-1038 Budapest
Via Castello di Cireglio 54
51020 Cireglio (PT)
Tel: + 39 0571 659 063
+ 39 0573 391 83
Le Sahel - 25,av Edouard VII
64200 Biarritz
Tel: +33 (0) 06 14 02 45 53
97A Swansea Road
Reading, Berkshire, RG1 8HA
Tel: +44 (0) 118 967 2744
121 Sommerville Road
Bristol BS6 5BX
Tel: +44 (0) 117 924 4424
167 Shelbourne Road
Bournemouth BH8 8RD
Tel: +44 (0) 1202 538 108
31A St Lukes Road, Notting
Hill London W11 1DB
Tel: +44 (0) 20 7183 2109
Avda. del Comtat, 1 Bis
Residencial La Sella
03750 Pedreguer (Alicante)
Tel: +34 (0) 96 576 07 77
Partida el Palmar
Cami Les Bovetes al Mar, 26
03700 Denia (Alicante)
Tel: +34 (0) 96 576 09 48
Carrer de Trafalgar 50
08010 Barcelona
Tel: +34 (0) 933 150 240

Kunga Yudroen
kungayudroen@yahoo.com
Sergey Zemskov
sakyaserg@mail.ru
www.szajka.hu
info@vasubandhu.org
info@sakyangongaling.it
sakya.thukje.ling@gmail.com
sakya64.net
sakyaling@hotmail.com
info@dechen.org
www.dechen.org
info@stl.org.uk
www.stl.org.uk
london@dechen.org
www.dechen.org
secretaria@fundacionsakya.org
www.fundacionsakya.org
info@sakyadrogonling.com
www.sakyadrogonling.com
sakyagephelling@gmail.com
sakyagephelling.wordpres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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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哇巴祖師傳

8

大的上師畢哇巴，是古印度受人景仰的

偉

在那爛陀寺，曇摩密多傳授金剛乘法

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他是道果傳承初

門，特別是勝樂金剛本續。因畢哇巴的學識

祖，其傳承來自無我母(喜金剛之佛母)。道果

素負盛名，故於其上師圓寂之後，便繼承那

是薩迦派最主要的修行法門。

爛陀寺院的住持。日間，他教授僧侶們大乘

畢哇巴大師，在七世紀仁君提婆波羅統

佛法，辯論與寫作。於夜間，他則私下修習

治時期，出生於孟加拉初普拉東方省份的貴

密咒乘。然而長此以往，他卻一無所成。更

族家庭。年少時期，畢哇巴便在北孟加拉索

令他灰心的是，他開始經歷一連串不祥的夢

瑪普利寺院出家為僧。在當地學成之後，他

魘。畢哇巴認為這顯示他和密宗法門無緣，

進入著名的那爛陀寺院，從那爛陀住持曇摩

有此認知之後，他隨即將念珠棄之茅廁，決

密多處受持比丘戒，命名為達摩波羅。

意全心獻身於大乘佛法的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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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史傳承

就在當夜，無我佛母示現告訴他：“善

通力，停住太陽三天，讓他駐足的酒館能供

男子，別這麼做。拾起你的念珠，清淨它，

他飲酒不歇。達卡那薩的國王派人來追查原

繼續修持。我是和你有緣的本尊，我將賜加

因，到了夜晚，太陽女神現身於國王夢中，

持予你。

告訴國王，她被瑜珈士因積欠酒錢，作為抵

隔夜，無我佛母再度示現於十五位天女
的曼陀羅中，賜予他四灌頂，因此畢哇巴當

押，達卡那薩國王這才趕忙到了酒店，為畢
哇巴償還酒錢。

下証得初地菩薩果位，之後每日覺受增長提

隨後畢哇巴又到了應達國，彼國舉國上

升一地。連續六天，在藏曆四月二十九日，

下皆為外道徒，國內供奉了一尊八十一呎高

他証得六地菩薩果位。為了表達對上師及本

的大自在天王神像，應達國王命令畢哇巴向

尊的感恩，他舉行了薈供，並以酒肉供養，

神像頂禮。畢哇巴卻拒絕了，國王誘脅欲將

他將寺內鴿子烹煮，此舉招致僧侶強烈質

其殺害，畢哇巴於是雙手合掌頂禮，這時，

疑，欲將他逐出寺院，當時他卻行至湖中，

大自在的神像竟立刻裂開，此時空中傳來聲

足踏蓮花而不落水，眾人驚疑懺悔之時，畢

音：「我發願服從您！」，大自在神像在發

哇巴更將僧眾取來的鴿翼，化為活生生的鴿

誓後，竟神奇復原了。國王於是轉為供養畢

子，就在僧眾百思不得其解之中，自稱為畢

哇巴，而這座城，從此成為佛教信仰的大自

哇巴[邪惡者]之後而離寺。

在神廟，現仍完善保存著。

此後畢哇巴四處遊歷，以神通來擊退

在旅途中，畢哇巴遇見了宗畢嚇魯加和

魔敵。他捨棄了比丘的裝束，成為瑜珈行

古里悉那恰鈴，此二位後來成為了他的門下

者，卻因恆河女神拒絕他化緣，兩度將恆河

弟子。後來，他在索瑪那薩建了一座寺廟，

水分開為二邊，從中間從容而過。後來，畢

成立一間僧院，並且下令停止牲畜祭祀。

哇巴又在一家酒店飲酒，就在女主人要其付

當畢哇巴圓寂時，據說他溶為一尊石

帳之時，他在桌上畫下記號並且說道，若他

像，右手指日，左手捧一漆金壺。據說，此

的影子能越過記號，他便付錢，他卻施展神

漆能點鐵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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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哇巴祖師 ― 証道歌
藏譯英：堪布明瑪 英譯中：陳維

頂禮金剛薩埵、

無所從出無名狀，

大力加持無我母。

無所不在不變動，
無始劫太虛無我，

唉 瑪 火!

不可思議如流水，
不定不動不離源。

大手印淨如虛空，
實相無相不可說，

眾生皆出大手印，

不生自性超無常，

生命不生亦不滅。

不可證量不思議。

二元表象如苦樂，
法性變化乃實相。

無常無無常不生滅、

無實相無物自化，

不存不虛不真幻、

真實不遠離虛空。

無無緣起無實相，
不假外求非無有，

或被儀式所苦惱，

有與無有不思議，

或持念珠念佛號，

二元對立終歸一。

或吃喝拉食色性，
或觀氣脈與明點，

根本實相強作解，

皆為虛幻與妄念。

指兔有角尖或鈍，
一切無異分別心。

唉 瑪 火!

鏡花水月徒名聲，
如手指月名亦實。

追隨上師如是思：
執於虛妄無覺悟，

本然具足不外求，

不偏不倚無所悟，

本心無能以名狀，

萬物同源無偏正。

大手印不生不滅，

究竟亦無師可師。

虛空無名天下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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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史傳承

萬有法身相輝映，

執著貪得於名利，

心念來來復去去，

耳聰思辯與智性，

從未生起天地間，

經驗成就名與利，

本無思亦無無思。
心念習性沾染成，
萬物無分亦無別，

大智慧者不依心，

所思所行亦無心，

物有所好亦偏執，

超然物外無憂懼，
無心生起無所執。

此為輪迴根源起，
心念生起萬物作，

上師示根本真實，

超然心外若無睹，

一朝體悟究竟法，

視而不見得解脫。

記憶意識歸法性。
心念本異於法性，
意識超然於物外，

法性無思亦無物，

自性超脫於執著，

不二無有無無有。

不可思議得解脫。
智解空性與無心，
無所執著無慢心，

智解中道與無住，

虔誠與聖者為伍，

智解法理心散亂。

一念不起淨無垢。
安住不思空不空，
一旦清淨如智者，

獨立放下種種心，

覺受智慧與實相，

實相無思無無思，

若無領悟大手印，

不迎不拒無所受。

執於二元心念力。
安住如我如是觀，
念頭從心念所生，

二元對立即化解，

模糊影像常流動，

情性所惑無真實，

不得安住於無誤，

二元表象無解脫。

輪迴流轉無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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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患眼疾病不除，

超脫執著修煉心，

將無真實知見心，

無貪得亦無憂懼，

智解真實執思辨，

無我無有勝天魔，

思維真實成偏見，

覺醒輪迴即涅槃。

好惡升起無解脫。
自性純淨即佛性，
煩惱菩提瑜珈道，

心物具滅即涅槃，

煩惱實相勤修煉，

不思不變無得失，

修習不休至化境，

便得究竟與解脫。

良駒因鞭而馳騁。
唉 瑪 火!
瑜珈行者知不行，
無所得如人無足，

大手印究竟法理，

終極實境無所執，

究竟奧義不離空，

無棄無立無所執，

當下虛空亦無我，

無淨無拒從身欲。

覺者亦名亦標籤。

佛陀視死如所歸，

圓滿亦是弟子見，

勇猛精進不棄眾，

弟子眾間亦無我，

不怖懼不避輪迴，

執於妄念與解脫，

不因惡小而為之，

法界名號如童語。

萬法皆空無所出，
無所好惡無所執。

虛妄不妄亦標籤，
〔何人〕感知虛妄否？

明淨實相不偏倚，

毫釐之差涅槃心，

藏私他人離定見，

解脫與否偶然間。

自他皆虛妄不實，
一心奉獻芸芸眾。

無物存於虛空中，

自信滿滿無所動，

何來解脫之正道？

慈悲上師不忘懷。

〔終極相對〕亦標籤，
不存法界無法界。

執著貪得與人敵，
背離傳統入歧途，
無所思物亦無人，
無分別心得解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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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灌頂的重要性
薩迦法王開示
地點：新加坡薩迦寺

編譯：文殊季刊編譯小組整理

我非常高興能在此和這麼多
佛友們分享珍貴的佛法。我們的
中心在此已有數十年之久，有許
多上師已給過許多灌頂與教授，
所以有許多人已經非常了解佛法
的修持。我認為他們的修行道路
已然展開，並且已進步到某種程
度了，我非常高興看到如此的發
展。
今天要討論的佛法是關於：
為何必須先接受大灌頂才能參加
隨許的小灌頂？這個問題並不
是那麼簡單就可以解釋的。事實
上，只用一個答案來回答，是非
常困難的。所以，我要以一般性
的解釋做開端：
佛陀具足無量智慧、慈悲
與力量，並且善巧地教授了無數
的法教。佛陀成就諸多偉大的事
業，有身的事業、語的事業和
意的事業。其中最重要的，要屬
語的事業，即轉法輪。由於法輪
的流轉，我們才能逐漸在道上前
進。
佛陀成就偉大的證悟並將証
悟法門教導我們。經由法輪的轉
2010 • 冬 第 7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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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弟子們依教實修，才可以向目標前進。

只有釋迦牟尼佛傳授金剛乘的教法給予一般

佛陀不僅示現神通度眾並且教授佛法。他

大眾，並無其他諸佛傳授金剛乘的教法。

說：「這是對的」和「那是錯誤的」，我們

據說在許多劫前，千佛皆聚集一堂，祂們一

非但不應跟隨錯誤的法，更須依循正法。唯

齊祈請和發願，之後他們皆出生為宇宙之

有根據正法我們才能在修道上前進，最終達

王的一千位王子。他們的精神導師是一位婆

到解脫和證悟。

羅門，婆羅門將他們的名字分別寫在紙條上

佛陀的無數教法，概而言之為八萬四千

並與珍寶等放在一個寶瓶內，然後再一一從

法門，但這個數目並非教法之總數。八萬

寶瓶中取出，以此授記祂們各自何時得以成

四千是指一個人或一個弟子所聽到過法教數

等正覺，何人將第一位成佛、第二位成佛等

目，故佛陀的教授總數是無量無邊的。佛法

等。沒有其他王子願意在減劫中成佛，因為

的目的是為利益有情眾生，而眾生就如虛空

那時的眾生染污極重，極難調伏，所以並無

無止境，佛陀的教法亦然。無量的法教可以

任何王子發願在減劫中成佛，他們都希望在

用許多不同方式來分類，例如用時間的先後

黃金時間中成佛。

來分類或以主題來分類等等。最常用的分

我們現在的釋迦牟尼佛有著特別的慈

類是依二種種性的弟子：小乘種性和大乘種

悲，他有一個特別的法輪和與眾不同的願

性。所以，我們今日有小乘和大乘二種主要

力，當他所有的兄弟都不希望在減劫中成佛

的傳承。小乘主要是著重個人的涅槃解脫；

時，只有他希望在減劫中成佛，他非常堅

大乘則不以個人解脫為目的，而是為了一切

定、勇敢而慈悲地祈請。雖然在減劫中眾生

有情眾生之解脫。所以一般而言，我們有大

的染污業重，他祈請世人的染污可以被利

乘及小乘，而大乘中又含有金剛乘。其中又

用，雖然那是障礙，但卻可以轉為修道上的

有許多不同名稱，例如：經乘、般若乘、因

助緣。自從他如此勇敢的決定後，他是唯一

乘和果乘，他們都是一樣的。爾後又有勝

傳授金剛乘的法門。

乘、密乘或咒乘，這些都和金剛乘一樣的。

這是因為一個人去到一個最貧窮的國

經 乘被稱為因乘，因為因和果是非常不一

度，他身上應該帶著最多的財富。因此，唯

樣，而且因和果之間有極大的距離。金剛乘

有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一般人才能領受到

被稱之為果乘，因為行者從一開始就是以果

金剛乘的法教。

位來修持，所以比較容易得到成就，故被稱

實名經，所有過去的佛傳授金剛乘教法，而

為果乘。

14

然而，在其他教授中提及，例如文殊真

當有佛值世時，稱為明劫，而無佛值世

且所有未來的佛也將教授金剛乘教法，現在

則稱為暗劫，而我們現今將有千佛值世故稱

佛也同樣教導金剛乘教法。所以這與一般大

為賢劫。雖然共計千佛，現在的釋迦牟尼佛

多數的密續教法所說，並無他佛傳授金剛乘

是第四位佛，有始初佛、第二佛、第三佛，

教法有異。當薩迦五祖八思巴被提及這個問

釋迦牟尼佛是第四佛。雖然共計有千佛，但

題時，他的答案是，這其中並無矛盾。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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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佛皆把金剛乘的教法傳授給上根的弟

有緣領受一個大灌頂是極為重要的，

子，並沒有把這些教法傳授給一般人。所以

比如喜金剛灌頂，分為因灌頂與道灌頂。因

真實名經的觀點是指上根者。因此事實上，

灌頂很重要，經由其灌頂引導你進入金剛乘

我們現在十分難得可以聽聞金剛乘的教授並

道，得以起修觀想、持咒和禪修，否則不允

能依之實修。

許做這些修持。因此接受一個大灌頂是很

欲入金剛乘的修道絕對必須接受灌頂。

重要的，而且這個需要做許多的前行準備工

如果不是經由真正具格上師領受灌頂，即使

作。就像一個人要在荒野中開墾，首先須做

一個人知道如何觀修和持咒也無法獲得任何

許多準備工作：需要犁田、挖土、除草和耕

成就，反而還得面臨非常嚴重的果報。所以

地等等…為了開墾一塊地成為良田，用來種

灌頂是非常必要的。在實際解釋之前，我先

植穀物，需要先做完善的準備工作。接受灌

說明三種灌頂，“旺千”是大的灌頂；“今

頂，就像把荒野開墾成良田一樣。接下來，

拉” 是加持灌頂；然後是 “解囊” 是隨許的

解釋“今拉”加持灌頂，例如金剛瑜珈母的

灌頂，所需時間較短。

加持灌頂。未經領受一個大灌頂就絕對不能

“旺千”或稱為大灌頂，一般約需二天

參加加持灌頂。因為加持灌頂表示一個人的

的時間，是最重要的灌頂，因為經由大灌頂

心續已經成熟，堪入金剛乘道了。加持灌頂

而成熟弟子的心續。成熟的意思，例如一個

就是加強與幫助開啟他的俱生智，就像協助

水果成熟了，那麼就可以吃這個水果。假如

種子早日成熟。如果你領受一個加持灌頂，

水果未熟，那就不能拿來吃。同樣的，假如

必然表示已曾經領受過一個大灌頂才行。加

一個人想要修持金剛乘道，應該要先令他成

持灌頂是加強你已有的東西，對於一個從未

熟，淨化他的身語意，故需要接受灌頂，而

接受過大灌頂的人就不應該引薦他領受加持

且不能只是個短短的灌頂，必須要二天的時

灌頂。就像改善現有的農田，無須花太多工

間；大多數是二天，但有些並非二天，當然

夫，只要做一些改進就可以使這塊地更臻良

這些並不太尋常。如果是個大灌頂，這表示

善；已經領受過大灌頂的人，可以在大灌頂

第一天是前行，主要是預備的儀式如投擲齒

之後領受加持灌頂，藉此改進已有的，如同

木用來顯示此人將可得到何種成就或果位，

將種子播植於肥沃之地，種子將更快成長。

並且也經由金剛繩來保護此人，藉由觀察當

為了要長得快，你需要接受加持灌頂。所以

晚所得之夢兆，預知此人當得何種成就。所

“今拉”是絕對必要的，之後就可以參加

以這是一種測驗，經由這些測驗，假如你得

“解囊”，意思是隨許。一般而言，“解

到吉祥的夢兆，表示第二天堪受灌頂。正行

囊”是較短的灌頂。

灌頂，一般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是“進

金剛乘密續，一般來說分為四部瑜珈。

入壇城”， 藉由投擲花朵來觀察此人與金剛

在此我要強調，金剛乘教法較繁多，所以不

乘道中五部佛之那一部本尊有緣等等，之後

同的成就者依據不同密續傳承而有不同分

是接受正行灌頂。

類 ， 例 如 ： 六 部 瑜 珈 、 四 部 瑜 珈 或 三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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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我們的傳承中是分為四部瑜珈，主要

部是最高層的禪修方式，“無上” 的意思是

是事部、行部、瑜珈密部，和無上瑜珈密

無有其上，是故這是最頂尖的了。
以上這四部瑜珈各有其不同修持方式，

部。
事部瑜珈是非常基礎的一種瑜珈。事

不同本尊和不同的灌頂，故有其各自不同形

是指事業、行動、身體舉止。所以這是非常

式，例如：事部為一種非常基礎的瑜珈，針

基本的修持，是針對初階的人，不能專注于

對初階者。所以嚴格來說，事部中並無自生

內在禪修的人。主要的修行方式是注重于外

本尊，與經乘非常相似。在經乘中說眾生皆

在的形式，例如：“紐涅”八關齋戒觀音法

具如來本性，但未成佛。為了要成佛，我們

門，這是屬於事部。

需要積聚很多功德和智慧等等，爾後方能得

行部瑜珈，是為中根者，外在的形式

到證悟。在事部瑜珈，佛與眾生是非常不同

與內在禪修並重，是針對中等根器之人。繼

的，故而在事部中並無自生本尊，不能觀想

之，瑜珈密部，是針對較上根之人的修行方

自己為佛或本尊。在事部的修持中，自己是

法，是著重在內在禪修。

維持一介凡夫身，而本尊降臨在己前面，對

無上瑜珈密部，是為了根器非常敏銳的

其恭敬、讚頌後持咒，是取悅本尊，令本尊

人。修行重點是指針對所有好與壞等的一切

歡喜，然後向彼祈求賜己成就。這種方式如

狀況，皆可以導入並轉為道用。無上瑜珈密

同本尊是你的老闆、統治者、國王或王后，
為了達成願望，你必須令統治者歡喜，然後
才能達成願望，獲得成就。
在行部中，你迎請本尊到前方。本尊有
二種，即三昧耶尊和智慧尊。三昧耶尊是本
尊的外相，而智慧尊是其智慧相。換言之，
即外在身相和內在精神。所以行者為本尊的
外相，但非智慧相。而智慧本尊是在己之前
方；自己雖為本尊身形，但好像是身上戴著
本尊面具一般，而真正本尊是站在自己的前
方。這樣的情況並不是一個統治者與一個百
姓，而像是處於相等的層次了。所以我們就
好像是由一個朋友那邊獲得成就，你自己和
你的朋友是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
瑜珈部又再高深一些，把你自己觀成本
尊身形，同時召請智慧本尊融入自己。然而
這樣的融合並不完全合一，你必須將之綑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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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如同二塊木板需要用釘子使他們二

前所說，不同的傳承有不同的解釋。就如大

者合起來，所以在此有不同手印。在修持儀

家所知，藏密共分為四個主要傳承，例如格

軌時以不同手印使三昧耶尊和智慧尊合而為

魯派也主張為了如法接受“解囊”，必須先

一，儀軌最後圓滿時，再將它們分開來，把

接受大灌頂，但是他們公開給予每個人“解

智慧尊送返其淨土，自己仍維持本尊身相，

囊”，其解釋是說，已領受過大灌頂之人，

這就是瑜珈部。

應該觀想自身為本尊相，因為已在領受大灌

無上瑜珈部中，觀自己為本尊相，然後

頂時獲得允許作如此觀想；而那些尚未接受

迎請智慧本尊，融入自己，就如同水融入水

過大灌頂之人，是不允許做自生本尊觀想

一般。故而，本尊身形的三昧耶尊和智慧尊

的， 應該觀想本尊在自己頭頂之上如同給予

融合在一起，而且完全不可分離，自己即是

加持。所以這是一種把“解囊”傳授予每個

本尊。

人的方式。

所以說，四部瑜珈個別的儀軌和修持方

其他傳承如寧瑪派和噶舉派比較方便。

式非常不同，灌頂也是各不相同，所有四部

根據他們的觀點，有些“解囊”較繁瑣，甚

都各有其灌頂和隨許。一般來說，接受灌頂

至可以取代大灌頂，所以可以傳給所有人。

是非常重要且必須的。最好是一個人可以接

在我們傳承中，有些簡單的“利得”或簡單

受不同部的不同本尊灌頂。就譬如一個人要

的“解囊”是絕對不需要先接受過大灌頂

接受事部的隨許，那麼他應該先接受事部的

的。然而，就如我已經說明過的“今拉”，

灌頂，例如：三怙主灌頂；其它行部與瑜珈

尤其是像無上瑜珈部等較高階的“解囊”共

部等也是這樣的情形，無上瑜珈部亦然。但

有四部灌頂，就確實需要先領受大灌頂了。

是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例如：簡單的隨許

因為簡單的“解囊”，像是短短的灌頂是不

或“利得”，意思與某種“傳咒”相似，一

能取代一個大灌頂。大灌頂是為了令你的心

般是行部的本尊。“利”的意思是咒語或明

續成熟，這不是一個小小的“解囊”可以取

咒，“得”則是給予的意思。這是非常簡單

代的。

的隨許，而他們絕對不需要先領受大灌頂。

所以這就是我要解釋的，例如我們在此

所以根據我們的傳承，必須先領受一

所做的觀音大手印，慈悲和大手印合一的觀

個大灌頂，以便參加其他的灌頂。如果想參

音菩薩修法是個高階的法門。要修持這法門

加其他灌頂，而未先領受大灌頂就不正確

之前，絕對需要先受過高階大灌頂，之後才

了。然而，不同的上師有不同的解釋，而且

可以接受這個隨許灌頂，繼之而實修。

不同的傳承也有不同的傳授方法，所以這

在許多教授中提及，一個人不論學佛與

並非一成不變的。我可以確定的是加持灌頂

否，當然均在個人的意願，沒有人可以強迫

必須先接受大灌頂。而下部瑜珈中主要是指

你來學佛的。然而，如果你是個學佛的人，

行部的有些“利得”或簡單的“解囊”（隨

那你就得到好處了。如果你不要修它，再也

許灌頂）就不需要先領受大灌頂。然而，如

沒有別人，只有你自己承擔這個果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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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個人要修持佛法，最好是依循適當的方

難，而且誰堪受大灌頂也很難下定論；給予

法，這個方法就是小乘、大乘或是金剛乘。

灌頂的上師必須具有許多功德和條件，即使

不管個人所遵循的是哪一個傳承，就應該依

他們已受過大灌頂也修持了，但是他們是否

其規則與傳統去修持。一個小乘的追隨者

堪傳授與灌頂卻又是另一件事了。就弟子而

就應該遵照小乘的方式；一個大乘的行者，

言，即使身在灌頂現場，但不表示他們已領

就應該一開始就將慈悲與方便的修持合一。

受灌頂了。要領受灌頂，須具備正確的發

一個金剛乘的修道人，就必須依據金剛乘

心，了解其意義，其所淨基，能淨基以及清

道，首先應該要領受一個大灌頂，這一點十

淨的方法。當一個人完全了解這些意義，那

分重要。因為它可以令我們的心續成熟，具

麼他是可以接受正行灌頂了。即使一個人已

格起修金剛乘道，“身”具格觀想本尊的形

參加過許多次主要灌頂，如果他不了解其中

相，“語”具格持誦咒語；“意”具格禪修

的意義，也不具備正確的發心與清楚的了知

自性俱生智慧。如此一來，他就具格在修道

其中意義，那麼他是否實際有領受到這個灌

上 前進了。如果一個人領受了無上瑜珈的

頂，又是另一件事了。

大灌頂，例如：喜金剛，那麼他的心續已成

金剛乘十分重視“虔誠的信心”，例如

熟了，就絕對可以領受下部瑜珈灌頂了。所

以我自己來說，我有些灌頂是在非常年輕時

以一般而言，對所有密乘的行者來說，領受

就領受了，所以，當時有許多不懂的地方。

一個主要大灌頂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對那

對我而言，再次領受所有灌頂很困難。所以

些已在修持或想要接受高階“解囊”的人，

我認為，即使當時我年紀很輕而且不了解灌

就絕對必須接受大灌頂。假如你接受了大灌

頂，但如果我記得當年領受的時間和地點，

頂，就比較安全，是較為恰當的修道。再

那麼我就認為我已領受過這些灌頂了。然

說，我們可以隨之領受許多較基礎的密續本

而，也有些灌頂當時真的年紀太小了，已全

尊的“解囊”和“利得”，因為那些過程並

然不記得。所以我會認為我是接受其加持，

沒有完整的觀想。

但不認為我全然領受這個灌頂。所以我會試

一般傳統的大乘佛教並沒有像自生本尊

著再次接受這些灌頂。有了早年受過的加

等的修持。一般來說，是像我們請佛加持、

持，加上有了些許的了解 （我不能說我有全

憶念佛的功德，尋求佛的加冕與加持。但我

然的了解）再次領受這些灌頂，我認為我就

們尚未成佛，故而不觀想自己與佛一樣。

接受到了灌頂。

所以就像這樣子，在下部密續中有些

要給予灌頂並不容易，尤其是金剛乘

可以傳授“利得”，但是大部分的“解囊”

道上的行者，必須從一開始到最終都盡力而

尤其是上部“解囊”（事實上，有四灌頂的

為。然而，沒有人可以從頭就能做到完美。

“解囊”只在上部密續中才存在），絕對需

但一路走來，我們逐漸改進，減少過患，增

要領受過大灌頂。

長功德，如是在修道上嘗試著前進，至此我

要判斷一個人有沒有接受過大灌頂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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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給企謙仁波切開示—

上師瑜珈 (六)

譯者／悟心

KYAB NAY KUN DU LA MA

RIN PO CHE

夾內 滾都 喇嘛 仁波切
皈依總集上師仁波切
DRIN CHEN CHO KYI JE LA

SOL WA DEB

真千 卻吉 杰拉 梭瓦喋
大恩法王尊前我祈請
NYAM MAY KA DRIN CHEN

GYI THUG JE ZIG

諒美 嘎真 間吉 圖杰昔
無比深恩慈悲觀照我
DI CHI BAR DO KUN TU JIN
GYI LOB

狄企 拔多 滾杜 親奇洛
加持今生來世及中陰
RANG SEM RANG NGO SHAY
PAR JIN GYI LOB

朗森 朗哦 謝巴 親奇洛
了知自心本性祈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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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認。

文，我加入第五句以便有人希望祈求加

金剛瑜珈母傳承最珍貴的教法就是直

持而得以體悟心性。任何時候想修持上師相

指法性。這個教法不是光靠努力嘗試就可以

應法，都可加入此祈請文，文句簡單卻涵蓋

領悟的。一旦我們領受了教法，也就意味著

所有要點，你們可以依此祈請文日夜不斷修

透過修持上師瑜珈，直指法性自然會產生，

持上師相應法。當你們唸誦禮敬時，就如修

如同奶油自然浮到牛奶之上層。修習上師瑜

持金剛瑜珈母一樣，要觀想上師是金剛法佛

珈，你的心性與上師的心性合而為一時，淨

的形像，身紅色；如果是修持喜金剛，則觀

見、明光自然產生，如同奶油浮上牛奶上

想上師為金剛持，身藍色；上師的形像只要

層，淨質自與雜質分離。

是修習上師相應法時傳統的四句祈請

合於禪修之法即可。祈請時觀想上師，接著

一旦見地自然生起，我們就須藉由淨化

將上師化光融入你心中，透過這樣的觀想，

心性、修持淨見來引導及輔助整個過程。上

將自己的心與上師合而為一。將上師融入己

師瑜珈中的修持淨見，即意味著我們所經驗

心時，上師不再有任何形像，而是你與上師

的萬事萬物皆視為上師的顯現。我們眼睛看

的智慧尊合而為一。

到之處就是上師的容貌、我們感受到的就是

這個祈請文涵蓋所有的皈依境：佛、
法、僧三寶以及上師、本尊、護法三根本，
而上師寶就是這一切具體的呈現。

上師的心、我們觸及到的是上師的身、我們
聽聞到的是上師的語等等等。
體悟見地時，就是當我們把以上看待事

此四句祈請文非常殊勝。我另外加了第

物的方式，用於修持與上師明覺智慧合一，

五句，是為了修持直指心性的金剛瑜珈母的

這也就是日夜不斷地修持上師瑜珈的不二法

行者，向上師祈求智慧。事實上，任何密咒

門。一旦學得如何安住見地，萬事萬物將是

乘傳承的弟子都可以念誦此祈請文。如果你

上師智慧的顯現。這與修習生起次第時宇宙

希望祈請更仔細些，你可以稍改其中一句，

萬象皆是本尊的示現，頗為相似。

這樣就能向每個皈依境分別皈依，其他三句

如同帝諾巴告訴那諾巴的話：

則維持不變。也就是說，你可以向三寶和三
根本一一祈請。

了知萬象皆上師顯現
此乃上師瑜珈之修持

宇宙萬象皆為上師的顯現

20

修持上師瑜珈時，如果你能把所見所聞

修持上師瑜珈，行者可以唸誦上師心咒

視為上師身、口、意的顯現，對提升見地將

或祈請文。然後，將上師融入己心，自己的

大有助益。理解一切萬象為上師的顯現，可

身、口、意與上師合而為一。

以讓我們把上師瑜珈的修持視為路徑。當我

將上師的加持融入己身，與上師合一，

們修持上師瑜珈，與上師身口意合一之際，

也就是自己的心與上師二而一，無二無別。

所見所聞皆涵蓋於己身的明覺及空性之體

安住此見地，繼續維持越久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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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上師瑜珈最重要的一點。一旦

愈來愈持久。透過修持，前念與後念之間的

學習純熟，就是走上正確的路徑了。走上正

明光，將會自然展現而不造作，並且自然地

確的路是很艱難的，不過一旦找到正確的路

開始持久安住。如此一來，上師瑜珈的修持

徑，一切將非常平穩。這就是所謂的以上師

將提升行者體悟的覺性，行者體悟的覺性也

的加持為路徑。

會增長上師瑜珈的加持。兩者的修持是相輔
相成的。

修習上師瑜珈摘要

雖然我們都有佛性，有人卻可能如同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了解，根本上師其

燒焦的種子，信心不足，而很難肯定心的本

實一身具足了佛陀身、口、意和智慧四身。

性，更遑論証。其實道理相當簡單，但是就

上師是佛陀的化身、報身、法身以及法界

有人不易接受，因為實在太簡單了！由於缺

體性身。我們雖無緣親見佛陀，卻能遇見上

乏信心，即使在我們面前指出來，我們也無

師。因此，上師賜予弟子的慈悲更甚佛陀。

法接受，並且不能體悟心的本性─也就是深

如同上述的解說，上師體現了皈依的每一面

藏己身的本覺智慧。反之，一旦有了信心，

相，以及證悟的一切本質。如果弟子能夠持

我們就像一粒種子，終究開花結實；所有一

續不斷以如此的方式祈請上師，開悟一定會

切心性本質將由內展開。

由內心生起。

即使我們能夠體悟覺性，我們仍然必

祈請上師之後，將萬物萬象融入上師，

須時時刻刻專注於這樣的見地，例如修持生

上師融入自己。將自己的身、口、意與上師

起次第，以及圓滿次第等等。在體悟覺性的

以證悟之身、口、意無二無別地融合，如同

狀態，我們生起本尊形相；在體悟覺性的狀

將水倒入水裏。

態，我們修持圓滿次第，融入本尊。真正的

持續將自己的身、口、意與上師合而為
一，安住於體悟覺性中。將自己對覺性的體

本尊─即自身的本覺智慧─並非存在於我們
身外，而是本來就存於我們自身。

悟與上師開悟的覺性融合。正如同在勝義的

我們專注於見地，行、住、坐、臥刻刻

皈依，吾人將皈依對象融入己心而毫不執著

不離。同時要把這樣的體悟與我們的所見所

地安住於覺性，同樣地，這種融合上師智慧

為融合為一，精進不已。即使我們能體悟本

心性於見地之中的修持法即被稱為勝義的上

覺智慧，這樣的體悟可能很快不見，而非長

師瑜珈。

久安住。因此，我們必須一再返回體悟，融

如果行者能夠如此地修持上師瑜珈，就
能體認並安住於明光的體悟中。剛開始時，

入行住坐臥之間，慢慢地將時間拉長且開始
安住。

我們的體悟或許只能維持剎那。我們必須一

修上師瑜珈最重要的就是體悟見地之後

再修習，每日覺受百次、千次，持續努力祈

持續地修習。透過加持及與上師心性合一，

請上師並與上師的覺性合一。

我們將安住見地的修持融入行住坐臥。如

透過修持上師瑜珈，我們體悟的剎那將

此，體悟覺性將會持久而恆常，這是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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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體悟，融入行住坐臥，即所謂萬法「一
味」的修持。
如此修持，我們將越來越能放下，萬事
萬相也越來越任運無礙，自由自在。

我們一定要確信，所有的上師以及一切
開悟的諸佛菩薩本尊護法都已凝聚為一，以
我們修行時所觀想的上師形象顯現，並且如
是觀修，修持上師瑜珈。
再者，時時記得將修行的利益迴向。如

最後的叮嚀
我們必須謹記我們領受過的教法及受

損壞，並對修行的進步助益良多。

持的戒律，藏文叫“殿巴”，就是謹慎記住

清淨的修行人首先聽聞佛法，然後學習

之意。能夠堅決受持並牢牢記住非常重要。

淨化各種疑慮及取捨，透過深思熟慮及反覆

上師所給予的教法，我們一定要清晰存在心

思量，直到透過自己的體悟而驗證了上師所

中。藏文的“森津”就是「覺照」之意，

傳授的法教。這是薩迦傳承的傳統。

也就是說時時刻刻照看我們行為舉止是否得
當。上師所教導的，我們以自己的行為舉
止來測試、驗證。這就是森津，仔細觀照守

最後，瑜珈行者會發現，上師的一切本
質由自己內心生起，這樣的經驗持續增長。
教授勝義諦予我的五位根本上師是：
丹巴仁波切；先遍寧波；基莫金剛持；蔣揚

護。
另外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有關行者所

欽哲秋吉洛卓；那羅喇嘛仁波切；以及殊協

接受及修持的傳承，一如密勒日巴在教法中

傑尊瑪。其中以丹巴仁波切所教授的最為鉅

所強調的。正確的傳承一定涵蓋連續不斷的

細靡遺。我從五位上師所獲得的教法之間並

傳承加持力。當然，加持也看修行者自己是

無任何衝突或差異。他們所傳授的法要，例

否誠心修持。如果信心堅定，虔誠清淨，就

如：如何體悟心性，以及如何安住正見，

一定能接受到傳承的加持。領受加持端看修

都是基於同一體性。引介的方法或許小有差

行者的信心與淨見，而不是單靠上師而已。

異，一旦體悟上師傳授的正見，你就會瞭解

即使上師是偉大的佛陀，弟子缺乏信心，又

其實是同一體性的。
我從這些偉大上師所獲得的最後叮嚀

有何益？

22

此可以避免讓已經獲得的法益及加持力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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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須十分精進。如果你不精進修持，什

你們已經有了這些教法，能否開花結

麼覺受都不會發生。如果精進修持，你一定

果則端視個人的修持。時時專注於上師的口

會得到加持並且開悟証果。我的上師給我最

訣。仔細研究，時時應用。透過對上師的信

後的叮嚀就是：「竭盡全力，專注修持。」

心、藉由除障、領受加持，弟子將能持守三

偉大的瑜珈師竹克巴昆雷，面對著拉
薩大昭寺的釋迦牟尼佛像(Jowo Shakyamuni)

昧耶─也就是弟子和上師間的神聖誓約。證
悟就是透過這樣的結合與修持而達成的。

說：「以前，我和您一樣。但您精進修持，

我自己本身並無任何可傲之處，但是

早已成佛，我則不夠精進，至今仍是一介凡

令我覺得非常幸運並且引以為傲的是：我從

夫。因此，我向您跪拜頂禮。」

許多極高證悟的大師領受到了這些傳承。這

如同密勒日巴尊者對弟子岡波巴最後

些強而有力、持續不斷的加持傳承，直至今

的教導；尊者告訴岡波巴他將傳授最後的教

日，仍能讓人趨入證悟。我確信這就是傳承

法。他們二人來到一處視野寬廣的高山上。

的法財。

抵達後岡波巴向密勒日巴恭敬頂禮、祈請，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非常幸運。雖然我

密勒日巴掀起自己的袍子，給岡波巴看，因

只是個平凡人，我卻有丹巴仁波切、先遍寧

為長年日夜不停地趺坐在山洞岩石上禪修，

波、欽哲秋吉洛卓、息哦仁波切等上師。

臀部現出乾皺繭厚的老皮。密勒日巴告訴岡

我覺得我們都非常幸運，因此我常常要一而

波巴：「這就是我最精要的口訣；你一定要

再、再而三地告訴你們，當丹巴仁波切在

精進，如同我一向的行持。」

「密續總集」灌頂中給予「加持降臨」的那

因為這是我的上師給我的最後教法，

一刻，我的的確確地體驗到傳承的加持流入

我覺得對我的弟子而言也是有益的。現在你

己身。這些加持一直與我們同在，所以我們

們已經接受了所有的口訣教授，今後就看你

都是幸運而走上正道的佛子。

們如何行持。我已經要求弟子們翻譯遠離四

（全文刊載完）

種執著的教學，以及與金剛瑜珈母相關的修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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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尊瑪仁波切專訪
喇嘛仁千 訪問 文殊季刊編譯小組 整理
也應該虔誠向根本上師作祈禱，這才是最好
的修行。然後，他們應該努力觀察自心。剛
開始他們的心會很散亂。但慢慢地，透過降
伏自心，他們會踏實穩定下來，慢慢在菩提
道上進步。
Mod：請問仁波切，閉關對於初學者有沒有
好處？若有好處，應該閉哪種關才
好？要如何準備？
傑尊瑪仁波切：其實，閉關對初學者沒有多
大意義。人們常以為把自己關在家裡，在蒲
團上久坐，就叫做閉關。其實根本不是。若
你要閉關，不如作止觀的閉關，專注在自
心，每天作個三、四座，或能作多少就作多
少。若作太多，會感到心力疲憊，然後就什
麼也無法再作了。所以要漸進而緩。剛開始
先作簡單的止觀的閉關，然後慢慢作一些
觀想。再把觀想的部分增加。對於非藏人而
言，先前若沒有調服自心的止觀訓練，卻一
Mod：請問仁波切，對於想在修行上有所成
的初學者，您有什麼建議？
傑尊瑪仁波切：我會先建議他們盡量不生惡
念、不做惡行。以此為基礎，再慢慢往上
走。有時他們會碰到違緣，這時應該祈禱根
本上師跟薩迦傳承的祖師，祈求加持，讓障
礙消除。有的修行人會祈請忿怒尊（像大黑
天）來遣除障礙，但這是高階的修法，不適
合初學者。初學者應專注於發心是否正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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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開始就去觀想本尊，可能會把自己搞糊塗。

MoD：請問仁波切，西藏人因為國家滅亡而

若心不堅固，就會影響禪修，產生不平衡。

流離失所，所以佛法才得以傳到西

所以要循序漸進。雖然有可能要花很長時

方。您認為這是好事嗎？

間，但是沒關係，每一步都很有用，都會幫

傑尊瑪仁波切：對於西藏人而言，這當然是

助心趨向堅固穩定。

壞事。但如果以整個世界觀之，佛法能傳揚
出去也是好事。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真

Mod：請問仁波切，對於選擇閉關的地點，
您有什麼建議？

正在修行的？有的人把修行當作時尚，像是
一種佛教的時尚。這些人並非真正了解佛法

傑尊瑪仁波切：要選個舒適的地方，確定基

的真義。過後不久，等他們膩了之後就放棄

本需要都有著落。閉關之前，找個適合的房

了。所以，這有好也有壞。對非藏人而言，

子，狀況良好的，安靜的，不太熱也不太

這是好事；但對於整體西藏人而言卻很不

冷，等等。然後要確定食物、藥品、基本生

好。因為藏人的文化都沒有了，他們的一切

活所需都有著落。因為若因為某些原因而閉

都沒了，這是很不好的事。不過，人們可以

關閉得不舒服，你就會分心而不能好好作。

在西藏之外，找到好的上師並修行佛法，是
很好的事。

Mod：我們要如何培養忍辱？
傑尊瑪仁波切：先培養自己的心，然後再培

MoD：謝謝仁波切，很感謝您的時間跟建

養忍辱。你知道這跟無常有關。萬事都是無

議。

常，生命很短暫。回到上師的教言：「遠離

傑尊瑪仁波切：謝謝！

四種執著」，跟別的類似的教言。永遠要記
住這些教言。這樣才能培養正確的態度，而
後才能對無常的意義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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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祈願大法會薩迦法王與大仁波切及堪布們修法實況

2010年普賢祈願大法會活動報導

26

每

年度在藍毗尼園舉辦的普賢祈願大法

僧眾，禮誦釋迦牟尼佛十二行誼、三十五

會，今年於11月13日開始，為期十天。

佛懺悔文、十六阿羅漢禮讚文以及文殊真實

一如往年，文殊佛學會代表台灣的信眾，請

名經、蓮師除障等。接著在十點，由不同

求大日如來超度法會，西藏人請求給予長壽

的寺院的代表或功德信眾向薩迦法王獻上曼

佛灌頂，主辦單位特別安排為祝禱薩迦法王

達拉。供完曼達拉之後，便開始唸誦普賢行

的長壽法會，除迴向薩迦法王外，並願一切

願品。在十天的法會中，圓滿十萬遍的普賢

具德上師健康長壽、常住世、大轉法輪，功

行願品唸誦，普賢菩薩語善財童子曰：「彼

德信眾障礙盡除。

諸眾生，若聞若信此大願王，受持讀誦，廣

在十天法會期間，每天一大早仁波切、

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

喇嘛、尼師、在家眾等，就齊聚誦經堂，開

皆得成就，所獲福德，無量無邊，皆得往生

始一天的祈禱。首先唸誦綠度母四壇供法

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因此此十天的法會，

會。上午九點法王上法座，帶領所有仁波切

誠是功德不可思議，無可限量，迴向世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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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在主持大日如來超渡法會時，為所有亡者祈禱

大日如來超渡法會實況

平、國泰民安。覺世間有情，於眾有情之心

為台灣佛友迴向外，亦為了玉樹地震、青海

識散播成佛之種子。

水患、拉達喀、巴基斯坦與世界各地的天災

11月17日，薩迦法王在文殊佛學會的禮
請下，主持了一場大日如來超度法會。除了

長壽慶典法會實況（一）

罹難者作迴向。
11 月 1 9 日 ， 早 上 六 點 大 寶 金 剛 仁 波 切

長壽慶典法會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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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祈願大法會實況

及其他阿巴雅仁波切及所有轉世活佛堪布僧

11月20日，薩迦法王給予長壽佛灌頂。

眾，齊聚在大殿內，唸誦如意輪白度母長壽

從早上六點開始修前行，九點開始給予正式

法會的前行。十點，薩迦法王上法座，由大

灌頂，一直到下午三點才結束給予近八千人

寶金剛仁波切唸誦薩迦法王生平事宜，以詩

加持灌頂。除了各寺院的僧侶之外，來自

偈呈現，並供養薩迦法王五種殊勝功德的曼

喜馬拉雅山區慕斯丹、拉達喀、加德滿都

達拉。祿頂堪仁波切代表獻供身語意的曼達

地區，海外的有來自台灣、新加坡、馬來西

拉。究給曉宗及嘎夏曉宗仁波切及寺院的總

亞、瑞士、澳洲、美國、加拿大，來自世界

管，亦依序向法王獻上曼達拉。長壽慶典

各地的信眾，一起為了地球有更美好的明日

結束前，主辦單位給予所有與會大眾一撮黃

而祈禱，祈禱迴向眾生智慧增長，於十天法

澄澄的花瓣，以此花瓣供養十方諸佛海會大

會供養十萬盞酥油燈，消除無明煩惱。

眾，因之整個壇城法會現場，成一片花海，
莊嚴無比。

文殊．第 7 期

今年我們要再次感謝台灣的成大醫院的
醫師們前往藍毗尼園義診，義診五天中，總

普賢祈願大法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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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祈願大法會供燈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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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義診團實況（一）

共看了上千病患，不論是出家眾、在家眾，
他們一律給予免費的診療與藥品。

藍毗尼園附近，為貧民所挖掘水井一

去年文殊佛學會，關心當地貧困的居
民，除了贈米之外，還為他們挖堀二口水
井，以解決他們用水問題。今年我們特別去
觀察，因水井慎選地點，又向下深掘，因之
水質特別清甜，當地居民特別感謝大家的慈
悲協助。
十天法會很快的在一片法喜中圓滿，來
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佛友們，以及來自印度、
喜馬拉雅山區的僧眾也都分別打包行李，準
備回到自己的寺院繼續修持，另期待明年普
賢祈願大法會盛會再聚。

成大醫院義診團實況（二）

成大醫院義診團實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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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訪問加德滿都

今

年九月十四日，薩迦法王抵
達尼泊爾加德滿都，大佛母

亦隨行。此行主要目的是拜訪堪千
阿貝仁波切。堪千阿貝仁波切近年
來身體微恙。此行預計停留至十月
七日，行程包括給予堪千阿貝仁波
切講學、灌頂，以及探訪藏族同
胞。
國際佛學院(IBA)這段期間深
感榮幸，作為薩迦法王下塌之處，
並有幸領受其教導與灌頂。
在加德滿都期間，薩迦法王
與法王子阿桑噶、曉宗仁波切、慕
斯丹曉宗仁波切，和塔立仁波切同
行。所到之處，受到傳統儀式的熱
烈歡迎，許多僧尼與信徒自鄰近西
藏社區蜂擁而至，沿途禮敬車隊，
同時有大批信徒，領受法王教導與
灌頂。
薩迦法王於國際佛學院的開
示，由曼達拉供養儀式開始，其後
四日，他授予堪千阿貝仁波切喜金
剛灌頂。堪千阿貝仁波切為國際佛
學院創辦人，是今日最受尊崇的薩
迦派學者之一。他和薩迦法王同為
慕蘇里薩迦大學創辦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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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在大慈寺(究給企謙仁波切的本廟)主持法會

活動紀實

堪千阿貝仁波切在國際佛學院給予開示

堪布久登獻供養曼達給薩迦法王

薩迦法王在尼泊爾塔蘭寺給予長壽佛灌頂實況

2010 • 冬 第 7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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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薩迦法王將專訪楚西仁波切，其

頂。此灌頂儀式，由藏王松贊干布直接受觀

為藏傳佛教寧瑪傳承領袖，薩迦法王，曾自

世音菩薩直傳而來。也因法王子阿桑噶的請

楚西仁波切處領受了許多珍貴教導。兩人在
斯瓦揚布拿的寧瑪寺院裡，進行了會談。在
楚西仁波切的請求之下，薩迦法王參觀其寺
院，同時也為仁波切的廟宇祈福。
薩迦法王在加德滿都的最後行程，將為
不同寺院舉行灌頂，首先為Monchoe Dragkar
Thegchen Ling寺院給與瑪哈嘎啦灌頂，此為

八眷屬十憤怒尊合一的九尊灌頂。
在國際佛學院裡，舉行了蓮花生大師灌
頂，又名[藏師伏藏]，由八千人與會，接受薩
迦法王的加持。
接下來薩迦法王在塔蘭寺駐錫二日，為
與會數千群眾給予國王傳承的觀世音菩薩灌

薩迦法王為了玉樹震災、青海水患、拉達喀、巴基斯坦等各地罹難
者主持大日如來法會

創古仁波切在南無布達寺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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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法王的迎請隊伍

活動紀實

求，薩迦法王授與薩迦班智達與文殊合一的

和閉關中心，並迴向究給．企謙仁波切早日

灌頂。此灌頂對薩迦派尤為殊勝，包含薩迦

乘願再來。

班智達與文殊菩薩的不二觀想。更在尼泊爾

在鄰近加德滿都的休閒中心那加闊逗留

薩迦佛學會的請求之下，薩迦法王為了玉樹

一日之後，薩迦法王馬不停蹄，到訪西藏殖

震災、青海水患、拉達喀、巴基斯坦與世界

民區。薩迦法王給予當地眾多長者頗瓦法口

各地的天災罹難者，舉行了大日如來超度法

傳，之後他回到斯瓦揚布拿，探訪了慕斯丹

會。

寺院。薩迦法王也訪視了加德滿都鄰近的喜
薩迦法王其後在塔立寺的閉關中心稍事

馬拉雅國際模範學校。

停留，並授與薩迦班智達文殊灌頂。接下來

薩迦法王後又在南摩布達秀麗的創古紮

又造訪那雅巴帝，當地大慈寺正在建造佛塔

西仰澤寺，會晤了堪千創古仁波切，薩迦法
王在此將文殊真實名經口授與會信
眾，並闡釋了六波羅蜜蘊含的殊勝
要義。
南摩布達，為釋迦牟尼佛捨身
餵虎的聖地。薩迦法王在佛陀行菩
薩道之處，以及供養諸菩薩佛骨的
佛塔祈禱迴向。

薩迦法王在尼泊爾給予灌頂實況

大佛母修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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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宗仁波切隨侍薩迦法王

隔天，薩迦法王參訪了波馬固蘇瑪佛法

薩迦法王在尼泊爾最後一星期的行程，

中心，並與其住持然那上師仁波切會晤，並

駐錫在國際佛學院，應佛學院校長堪布拿旺

授予他瑪哈嘎啦灌頂然那上師，然那上師出

久登博士的請求，給與國際佛學院學生文殊

身於印度貴族家庭，接受耶穌會教育，最後

菩薩隨許灌頂。

改信藏傳佛教，並接受最偉大上師的教導，
包括薩迦法王與究給•企謙仁波切等。

薩迦法王於十月八日回到印度，將主持
薩迦寺年度喜金剛成就大法會。

藏曆25日，薩迦法王參訪了大慈寺，並
舉行了金剛瑜珈薈供。

法王子阿桑噶及轉世塔立仁波切接受灌頂實況

34

文殊．第 7 期

2010 • 冬

國際佛學院校長堪布久登接受灌頂實況

活動紀實

大寶金剛仁波切
訪問宗薩佛學院駐校講學

九

月五日，大寶金剛仁波切及其眷屬虛空

宗薩佛學院成立於1985年，由第三世薩

金剛仁波切，傑尊瑪仁波切、小佛母到

蔣揚欽哲仁波創立。佛學院在藏傅佛教中享

訪印度比爾宗薩佛學院。
學院創立者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請求大
寶金剛仁波切向學院500位學僧及100位在家
居士講授喜金剛本續，受法僧眾與居士們都
感受到無比的加持與榮耀。
佛學院更特地舉行虛空金剛仁波切的座

負盛名，四大宗派的僧眾皆前往求法。法王
薩迦巴、大寶金剛仁波切及智慧金剛仁波切
也曾在佛學院授課。
九月二十七日，大寶金剛仁波切與其家
人返回法王府，在他即將展開的亞洲訪問之
前可以有短暫幾天的休息。

床儀式，仁波切是昆氏傳承最年輕的成員。

大寶金剛仁波切合宗薩仁波切於宗薩佛學院合影

小小法王子虛空金剛仁波切在宗薩佛學院座床實況

宗薩仁波切向小小法王子虛空金剛仁波切獻曼達

小傑尊瑪仁波切回賜卡達給宗薩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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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頂堪千仁波切
八十大壽長壽慶典活動報導

祿頂堪千仁波切八十大壽長壽慶典實況一

36

月二十一日，是藏傳佛教薩迦哦巴支派

十

大佛母、達莫甘登庫秀、塔澤仁波切、康薩

的法座持有者祿頂堪千仁波切八十大

夏敦仁波切、却嘉夏仁波切、塔立圖古仁波

歲。寺院為他舉行了一連串的慶典活動。慶

切、及所有薩迦巴的長老仁波切。

典期間，薩迦派的僧眾及信徒們齊聚在北印

在為期一星期的祝壽慶典當中，每天都

度曼都瓦拉的哦伊旺秋丹寺，參與這殊勝的

由大寶金剛仁波切和智慧金剛仁波切，阿威

祝壽活動。

利達仁波切和阿巴亞仁波切在寺中主持長壽

出席慶生活動的僧眾、尼師和在家眾

法會。十月十八日，由薩迦法王主持阿彌陀

人數眾多，當中包括最重要的薩迦法王、大

佛長壽法會，這個殊勝的法會過去在印度只

寶金剛仁波切、智慧金剛仁波切、阿迦夏仁

舉辦過一次。

波切、阿威利達仁波切、阿巴亞仁波切、傑

在這次殊勝的祝壽活動中，來自世界各

尊瑪貢嘎聲列仁波切、小祿頂堪千仁波切、

地的薩迦成員和信眾，一起在此慶祝祝禱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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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法王子及祿頂堪、塔澤堪仁波切等共同修法祝禱祿頂堪千仁波切壽比南山

頂堪千仁波切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一起接受

小祿頂堪千仁波切解說五種吉祥的條

祿頂堪千仁波切的加持，仁波切也為眾多僧

件，包括：上師的吉祥、教授的吉祥、信眾

眾傳授比丘戒。

的吉祥、時間的吉祥和環境的吉祥。

十月二十一晚，祝壽晚會當天，仁波切

大寶金剛仁波切代表薩迦法王的度母

及與會者分享了一個非常美麗的生日蛋糕。

宮，獻上身語意的曼達拉。阿迦夏仁波切、

十月二十二日，舉辦了這星期最重要的一場

傑尊瑪仁波切、大佛母和達莫甘登庫秀也依

長壽慶典法會。寺中的白海螺吹起，從祿頂

序獻上曼達拉。

府至寺院的路上彩花錦緞，禮樂奏鳴，仁波

塔澤仁波切獻上曼達拉，請求祿頂堪千

切寶傘莊嚴，在大寶金剛仁波切和智慧金剛

仁波切長壽，仁波切表示為了利益一切有情

仁波切，阿威利達仁波切和阿巴亞仁波的迎

眾生，他會活過百歲。仁波切更祈求上師，

請下由府中邁進寺院，寺院前庭兩旁盡是僧

諸佛菩薩滿滿加持。

眾、尼師和在家眾，中間
走道則由鮮花組成八吉祥
圖案，美麗奪目。
進入大殿，仁波切登
上法座，由康薩曉宗仁波
切叙述祿頂堪千仁波切的
生平事宜，獻三十七供曼
達並解說。

長壽慶典法會哦寺寺院前以花曼佈置成的八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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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頂堪千仁波切八十大壽長壽慶典實況:禮請入場

最後為了感謝仁波切答應與會者的請

仁波切獻上。中午一點，參與長壽慶典活動

求，小祿頂堪千仁波切獻上感謝的曼達拉，

的信眾們在寺院後方的大帳篷享用豐盛的自

也代表了七政寶，八吉祥。

助餐，餐後人潮漸漸散去，車輛一輛一輛從

各地寺院代表和海外中心代表也紛紛依

寺院駛出，林藏社區的附近居民慢步回家，

序向仁波切獻上曼達拉和祝福，超過六千位

黃昏時分，哦伊旺秋丹寺又回復了往日的寧

信眾一同參與唸頌長壽經文。在祝壽儀式的

靜祥和。

尾聲中，無數的祝福及請求長久住世不斷向

各寺院代表及信眾依序向祿頂堪千仁波切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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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療團及義工喇嘛合影-

尼泊爾普賢祈願大法會
成大醫療團隨行 ― 王美霞居士側寫
神的國度，善良的眼：藥師佛之旅

人群在鐵欄外等著入關外客的行囊，他們陌

2010年11月13日，經過六小時的飛行，

生而安靜。法音師帶著幾位喇嘛，看管著我

抵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們的行李上車，一輛十二人座的旅行車，擠

在過去的閱讀中，尼泊爾彷彿是一位披

滿人，車頂上重巒疊翠似地插著我們的行李

著面紗的神秘女子，在搖曳生姿的款步裡，

箱，我望著那令人驚嘆的裝載量，在一片闃

她的歷史，她的文化，她那深奧不可測的宗

黑中緩緩行駛，顛顛簸簸的道路盡頭，除了

教信仰，常在我心。我曾想像跨越千山萬水

黑暗，還是神 秘的黑暗。沿途沒有街燈，耳

而造訪，卻總是因緣未到而作罷。這一次，

畔傳來接機的喇嘛與司機一路上談笑著，他

因為成大醫學系醫療團隊的義診，也因為妍

們的語言有著特殊旋律的音頻。不久，眼前

儀的熱情引薦，我得以與法音師結緣，並且

一片藍光，車在一個不起眼的路口停下，轉

窺見這個神的國度，幾日巡禮，留下難忘印

過門樓，迎面便是一雙巨大天眼—傳說中的

象。

尼泊爾佛陀之眼以慈眉善目探看眾生，夜晚
的博拿(Bodhnath)佛塔，以寧靜與安詳迎接我

深夜入關印象

們。

加德滿都機場與所有我曾經去過的國
家不同，夜裡並沒有燈火熒亮的大廈，機場
過道與出關口，幽暗靜寂，走出機場，荷槍
實彈的軍警林立各關口，關口外，黑壓壓的

晨起的梵唱
清晨五點，彷彿來自天邊無涯無際的梵
唱，敲醒了一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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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藏，然而，我認為在這些並不是尼泊爾
最大的寶藏，他們真正的寶藏是那些與古城
共同生活的當地人。走過世界上許多古城，
古蹟的痕跡仍在，矗立在一個個漶漫風漬的
場域，讓世人憑弔，吳哥窟如此，埃及金字
塔也是，當我們讚嘆希臘古神廟的偉大時，
歷史中人早已作古，歷史的現場是冷寂的。
但，尼泊爾很不同，人們還在古城中，用他
們亙古以來的方式生活著，他們會編織、有
作者在藍毗尼園掛除障旗時留影

市集、會做傳統手工，每個午後會像那個古
老的年代中的人，坐著閒閒的曬太陽，或聊

據說許多前往喜馬拉雅山旅程的商旅及

天。而且，他們會用傳統審美的方式穿戴裝

行人，會來到這座加德滿都谷地間最大的佛

扮自己，打耳洞、抹粉臉、插上鮮花，在我

塔祝禱，因此從早到晚在博拿佛塔都可以看

與他們照面時，他們通常是笑著的，很可愛

見許多藏胞、喇嘛及當地人沿著佛塔繞行誦

的人。世間風景常有，但，因為人，讓風景

經。一圈圈的繞行中，他們轉動祈禱輪，虔

美麗了。我但願當物質文明已漸漸浸入這個

誠地五體投地禮拜，或者靜肅地向大佛塔頂

國家時，尼泊爾人依然可以善良如故、樸實

禮。我登上白色的塔身，近距離欣賞滿願塔

如故。

的壁畫，抬頭望見各色飛揚的天馬旗，俯瞰
虔誠的信徒以順時鐘方向一次次繞行而走，

藍毘尼園普賢祈願大法會義診

口裡喃喃頌唸著經文，清晨的陽光糝在他們

行程中最重要的任務是在藍毘尼的法會

善良的臉上，有著聖潔的光暈，在那一刻，

中義診。(國立成功大學醫療團為了這次義診

我感覺宗教真是巨大而善良的力量，讓人們

花費許多心力，從台灣各地募來許多藥品，

可以相信、可以仰望、可以寄託，更可以充

派遣醫院裡優秀醫生共襄盛舉。從台灣出發

滿動力不斷向前行走。

時，為了使這些藥品及醫療設備全數通關，

梵唱之聲迴盪耳際，我的心也彷彿洗滌
塵埃，滿懷喜悅了。

活在歷史中的古城
在喇嘛的陪伴下，我們參訪了具有特
色的蘇瓦揚布佛塔（Swayambhunath）、
杜兒巴廣場（Durbar Square）、千佛廟
（Mahabouddha）、也走過充滿生意熱鬧的
塔美爾區（Thamel），尼泊爾色彩繽紛且
雕刻繁複的寺廟令人驚豔，多重屋頂的紅磚
建築與精細木雕，讓每一座古蹟，都是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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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診團醫師們與小朋友合影

每位同行的人的行李都被規定減量，藥品順
利通關，義診之行邁出第一步。
法會中，前來義診的人絡繹不絕，協助
醫療的醫師群黃士銘、吳政龍醫師、王志榮
醫師、侯宜彣醫師、黃妮民醫師、蔡聰偉醫
師每天十點開始義診，至下午五點結束，擔
任護理及醫藥工作的李妍儀、張慧真、周靜
慧，以及吳靜怡、呂珮珊、陳品如、林姈瑩
等四位護士，每天投入義診工作備極辛苦。
然而，法會中許多喇嘛的鼓勵，法音師全力
支援的力量，讓大家在付出之餘，仍然可以

長壽慶典法會圓滿時，老喇嘛的笑容

享受義診的快樂，幾日的義診，我們有著施

法會中有好機緣親聆法王開示，法王

比受更有福的愉悅，也感受一起共事，大家

以綠度母垂贈，綠度母，是觀音的化身，是

作朋友的可貴，誠如法王所言：「義診，是

觀世音菩薩的眼淚，菩薩於無量劫前，利益

一趟藥師佛之行。」可見，心中有佛，步步

有情，然眾生度不勝度，眼淚，是慈悲的關

都見緣喜蓮花。

愛，手持綠度母，我會珍惜這份祝福，讓自
己的善心善念，積集善業功德，能得平安吉

花海中的圓滿

祥。

這次尼泊爾之行，我內心中最感動的

藏傳佛教薩迦派，又稱花教。花，是生

是參與普賢祈願大法會的機緣。法會中，我

命果實的開始，本就充滿嫵媚生趣。佛書中

看見老老少少扶老攜幼參與法會的盛況，每

有天女散花的描述，在這一次法會中我也彷

天，在協助義診的工作之餘，我會撥空參與

彿親見，祈福 長壽的法會圓滿時，所有與會

法會的活動，法會中唸誦《普賢行願品》，

的大小喇嘛捧起一團團的花朵，互相拋擲，

隨同喇嘛們，我得以領略經文的美好與 奧

當橙黃的花瓣一一落下，整個會場充滿了閃

妙，「恆轉理趣妙法輪」彷彿有一種念力，

亮的花海，我看見誦經者的喜悅，我看見年

隨經文而起，告訴我那生的喜悅與奧妙，在

老的喇嘛，瞇著眼對我稚笑的臉，我看見一

捧誦經文時，我會想起一種美妙的感覺，像

個個小喇嘛們像回到童年時，沈浸在花海的

昔日我研讀詩文時，覺得一切都滿溢著趣味

雀躍，在那當下，我對這個宗教有一種無名

的感受，然而，宗教是更純淨的祝願，「我

的崇敬，在法會中，一群小喇嘛拿著鉗夾、

今回向諸善根，隨彼一切常修學」。我心中

垃圾袋沿著道路兩旁與帳棚區，撿拾垃圾、

有念：若人世是這樣虔誠的祝禱，何處不見

清理環境。我在這些小事中，看見宗教的力

菩提呢？在誦唸經文時，千千萬萬的發想油

量。尼泊爾，是物質貧瘠的國度，但是，信

然而生，我一定要用更善的心去對待身邊的

仰的心常駐在心頭，他們扶持這杖前行，會

人與事，想著、想著經文裡「於我常生歡喜

有力量與光明的遠景的。願以此文，祝福我

心，一切意樂皆圓滿」，便不知不覺成為我

曾走過的這個國度與相遇的人，一切圓滿盡

在尼泊爾之行中最喜愛的兩句話了。

無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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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上師─格西索南敦珠來台一年回顧與展望
佛友們吉祥如意！
我們中心的常住格西索南敦珠，自去年元月11日駐錫台北，
已滿一年，在此和佛友們分享一年來，格西為佛友們舉行的祈福
修法迴向等事。
格西索南敦珠為薩迦法王派駐文殊佛學會的常住上師。他得
到格西學位之後，因表現優異，被留任在能仁佛學院當教授，傳
授因明學、釋量論…等。
這一年中，格西每天早上帶領佛友唸誦修持度母四壇供，下
午則做護法瑪拉嘎拉法會。並不定時帶領信眾進行放生、煙供，
埋地藏寶藏。
去年12月開始，每週六上午10:30，格西也為信眾講解普賢行
願品。格西索南敦珠在佛法的研習上，博學而精深，在修行上持
戒而嚴謹，且有其証悟的經驗，格西索南敦珠以卜卦精準聞名於北印度西藏人社區，且已帶領信
眾實修大悲觀音菩薩八關齋戒，來渡化眾生。我們非常幸運能邀請格西索南敦珠來到台灣，駐錫
於本佛學會，歡迎大家來佛學會向他請益，相信他能為大家祈福解惑。

印度薩迦法王的本寺每年所舉行重要的法會
1. 金剛瑜珈母沙壇城大法會：藏曆一月八日起，為期三天。
2. 金剛無我母成就大法會：藏曆二月八日起，為期七天。
3. 大日如來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四月十一日起，為期五天。
4. 憤怒蓮師成就法會：每年藏曆五月十日。
5. 普巴金剛沙壇城除障大法會：藏曆七月十一日起，為期十一天。
6. 喜金剛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九月八日起，為期八天。
7. 護法滿願祈願大法會：藏曆十月二十五日起，為期八天。
8. 勝樂金剛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十一月九日起，為期七天。
9. 朵千大法會（護法總集成就大法會）：藏曆十一月二十三日起，為期七天。
10. Gu-Tor：藏曆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為期七天。
11. 瑪哈嘎拉法會：每月藏曆二十六日起，為期五天。

一年當中重要的節慶及活動
每個月六個特殊的吉祥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或是初一
依據導師釋迦牟尼的一生，一年之中有四個重要的節日。在這四個重要節日裡，行持善業能夠積聚成
千上萬的功德：反之，倘若造惡業億亦千萬惡業計算。
1. 神變日：藏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釋迦牟尼佛示現無數神通，以增長未來弟子們的信心與虔敬心。
2. 成道及涅槃日：藏曆四月十五日是釋迦牟尼佛獲得圓滿的證悟及圓寂涅槃日。
3. 初轉法輪日：藏曆六月四日是釋迦牟尼佛於鹿野苑初轉法輪。
4. 佛天降日：藏曆九月二十二日佛自仞利天為母說法，返回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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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薩迦寺活動預告（1月~4月）
．Gu-Tor：藏曆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為期七天。
．瑪哈嘎拉法會：每月藏曆二十六日起，為期五天。
．金剛瑜珈母沙壇城大法會：藏曆一月八日起，為期三天。
．金剛無我母成就大法會：藏曆二月八日起，為期七天。

重要的節慶（1月~4月）
．神變日：藏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釋迦牟尼佛示現無數神通，以增長未來弟子們的信心與虔敬心。

(一)年度歲末除障大法會(Gu-Tor)：2月25日至3月3日
每年年底，薩迦寺為除舊迎新，修持歲末除障大法會，法會主要內容修持護法瑪哈嘎拉
(二臂、四臂、六臂…等大黑天)、吉祥天母、普巴金剛…等本尊，依照傳統來修多瑪供養，且
對護法們做讚頌祈請，祈請護法們迴向寺院的僧眾及所有一切功德信眾舊的一年的障礙違緣遠
離，新的一年一切吉祥順遂，寺院中的僧眾和合精進向道，在家功德信眾們身體健康、家庭和
諧、事事順利、財源廣進。以虔誠恭敬之心，向護法祈請必得其護佑。

(二)兔年迎新薩迦寺供燈祈福法會：3月5日
大年初一，薩迦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智慧金剛仁波切將帶領薩迦寺、尼師廟及薩迦學
院全體僧眾在薩迦寺，修持十六阿羅漢、綠度母四壇供、蓮師除障、心經除障法會、供千燈。

(三)功德增長神變月—放生、供燈、煙供大法會：3月5日至3月19日
在《賢愚經》中，記載釋迦佛降服外道六師的本生事蹟：外道六師一直想挑戰佛陀，一較
神通高下。佛陀多年來都避免與他們衝突，結果使人誤解佛陀畏懼六師的神力，因此皇族及人
們都產生疑惑。佛陀在農曆新年後，在舍衛城於許多群眾前接受挑戰，接連施展種種神變，如
摘下楊枝，變成如意樹；漱口後之水，化現出天鵝嬉戲和蓮花綻效之天湖，佛陀化將己身，將
現化成無量無邊。以上種種神通，令外道六師當下信服。
因之藏曆的正月被稱為神變月。於此月做任何功德及惡業均輾轉增勝十萬倍，故稱為「善
惡業緣增盛月」。故應於此月力行斷一切惡緣，行種種善，而神變日(藏曆正月十五)當天功德
增長億倍。薩迦寺神變月將做放生、供燈、做大型煙供法會。
參贊法會且發無上菩提心者，最為圓滿。如能廣行六度：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智慧等種種菩薩善行，功德無量。

所有大型法會及重要節慶，歡迎在印度薩迦寺供齋供燈，隨喜贊助法會。欲贊助
法會者，可直接和印度薩迦寺聯絡或與本中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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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寶金剛仁波切 台灣福智行
（2月10日~3月1日）
普巴金剛大灌頂

實相，乃不在於降伏外物，而是在於對自己
內心本性之了悟。

「普巴金剛」是無上瑜珈部的主要本

由於我們還處於輪迴之中，希望消除世

尊之一，由蓮師親傳給薩迦派祖師：祿宜旺

間的魔擾與障礙，我們不能缺少的本尊即是

波。在西元十一世紀時，薩迦派祖師整理舊

普巴金剛。接受此一歷代薩迦派傳承至今無

派教法，原欲封埋此一普巴法教，但祖師親

誤修持的珍貴普巴金剛傳承，特別是透過所

蒙 普巴金剛現身指示，祂已發願大力護持修

學所修無不圓滿的大寶金剛仁波切給予灌頂

行持法的行者，於是薩迦派祖師們繼續修持

與教學，我們誠敬祈求普巴金剛，必能獲得

此一法教，並且清淨完整的保留至今，普巴

本尊大力的護佑，保護行者免於一切魔障，

金剛更成為薩迦派極為重要的修法， 給予所

斷除一切自我的貪執，不僅在世間獲得長壽

有薩迦行者無上的庇佑與加持。

與財富，圓滿眾生一切之求願，更能在出世

大藏經密續也提到：普巴金剛是一切

間了悟自心之本性，證得無上之果位。

諸佛菩薩事業化現的總集，三面、六臂、四
足、雙翅，具有無比的大威力，不僅可以降

迎新納福﹣心經除障大法會

伏一切魔擾，亦可平息一切災厄。普巴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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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具有三面，其右面為白色，乃遍智文殊

「心經」全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菩薩之忿怒相－大威德金剛，乃諸佛身功德

「般若」即智慧，「波羅密多」是到彼岸。

之表徵；其左面為紅色，乃大悲觀音（或阿

「心經」是佛法一切法的究竟道路，所闡述

彌陀佛）之忿怒相：馬頭明王， 乃諸佛語功

的內容就是「空」，而空並非虛無，而是不

德的表徵；至於中間一面為藍色，乃大勢至

執著有、不執著無，進入超越生死輪迴的境

菩薩之忿怒相：金剛手菩薩，為諸佛意功德

界，即所謂的涅槃。而涅槃是實修產生的境

的表徵。其名「普」字表空性，「巴」字表

界，「心經」就是引導進入這個境界的經典。

智慧，普巴即空性與智慧結合無二的體性。

心經的功德不可思議，除障力道強，不

是故藉由普巴法的修持，可斷一切自我之貪

單是可以僻邪、治病、求財、保平安而已，

執，消除內心之恐懼，如此得以瞭解法界之

最主要的目的更是續佛慧命，降伏一切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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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入真空，得大自在，大解脫，了

白瑪哈嘎拉增福添壽財神大火供

脫輪迴，得登彼岸的一部寶典。
往昔佛陀住世時，有一國土

護摩梵語Homa，在密藏中通稱為火供，是密修教

惡魔橫行、災難不斷，百姓飽受病

法中極為殊勝快速成就的法門。經由火供之觀修，供

痛、飢餓及戰爭等苦難，國王向佛

養諸佛菩薩、本尊、護法、空行，可積聚無量無邊之

陀請求如何才能消除種種災難；佛

福德資糧，迅速獲得世俗諦及勝義諦之成就。

陀開示：「依心經的法門可除瘟

火供能夠使行者持咒的力量迅速圓滿，而火供依

魔、煩惱魔、天子魔和死魔等障

其目的分成息災、增益、懷愛和伏誅四種：

礙，四魔降伏，災難自可消除」，

1.息災法：可 以 去 除 障 礙 ， 病 障 、 業 障 及 貪 、 嗔 、

國王依照佛陀教導如是修持，災難

癡、煩惱等障。

因之平息，百姓得以安樂，可見心

2.增益法：增長定慧功德及世間財富。

經除障加持力量的殊勝。

3.懷愛法：得諸佛菩薩庇護，增長權勢，且自然得到

尊貴的大寶金剛仁波切依照
藏傳習俗於歲末之際，舉辦殊勝的

眾生之敬愛。
4.伏諸法：摧破無明，滅諸災殃、障礙。

【心經除障大法會】，屆時法會現場

四種法中就其所生功德而言，每一法均含有其他

將如法建立修法壇城及除障多瑪，

三法之效益。火供之功德利益雖難以詳述，但總以菩

由大寶金剛法仁波切帶領僧眾修持

提心為基石，本著無我利他之原則如理行儀，方得成

心經除障法會，祈願經由此殊勝法

辦火供之不可思議功德利益。如行者及參贊者能發心

會能迅速驅除大眾內外障礙，迴遮

利他，迴小向大，自得諸佛菩薩護法庇祐，速獲其功

一切不吉祥惡緣，讓未來新的一年

效。

健康長壽、福慧增長、事業順利。

藉由大寶金剛仁波切和本尊白瑪哈嘎拉的加持，
以及行者的正確發心，火供將迅速消除行者一切違緣

※ 參與心經除障法會的居士大德，

障礙，積聚廣大福德資糧，成辦不可思議功德利益。

請事先準備除障的個人物：
剪數根頭髮、少許的指甲，舊
衣服的一小角(衣領布標亦可)，用紙
寫上內容物的所有人姓名、年齡、
地址，一併裝入信封好(家人可裝一
起)，外面書寫上聯絡人姓名電話，
交由會場志工。
如您因為工作或其他因素無法
親臨會場，也千萬別錯失歲末淨除
障礙的大好機會，可於2011年2月17
日前將除障品寄至本籌備會，經由
法會修持，亦可得參與法會者相同
之功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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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如何保養氣管
文／林琬翎（作者為北醫傳統醫學科醫師）

冬

季氣候變化大，空氣溫度與濕度也隨之

．胃酸逆流。

起伏，人體和空氣接觸密切的氣管和肺

．「氣管虛」：這是中醫重視的體質，常見

部，最容易受到影響而產生問題，在冬天更

有陰虛體質，喉嚨乾癢不適、容易咳嗽，

應注重氣管保養。

因肺喜歡滋潤，不喜歡乾燥，尤其到秋冬

各種網路流傳的方法，川貝枇杷膏、杏
仁茶、西洋參、八仙果，常常沒有效果，經

偏乾燥，都會加重不舒服情形。所以要
「滋陰潤燥」。

辨症論治發現，因為鼻涕倒流引起慢性咳
嗽。祛痰為主要關鍵，咳、喘都因痰阻塞引
起，痰去，自然消除咳、喘。
等到咳嗽症狀改善後，著重調補肺、

常用藥物食療有北沙參、麥門冬、百
合、蜂蜜。每天清晨起床後將一湯匙蜂蜜用
溫水沖開，空腹飲用，長期能達到止咳潤肺

脾、腎，使用益氣健脾法來扶正固本，以及

效果。

保持鼻竅的通暢。但許多人因鼻塞問題長期

肺氣虛體質者像久病、身體虛弱、大病一場

用嘴呼吸，其實「用鼻子呼吸才是王道」，

之後，或常喝冰冷飲品，也易導致氣虛及偏

因為用嘴呼吸，無法調節濕冷空氣，一旦喉

寒體質，宜少吃太過寒性的食物，並以溫

嚨、氣管神經受刺激，就容易咳嗽、嘴巴乾

熱、平性及補氣的食物、藥材調理，常見如

燥。

黨參、黃耆等。
臨床上，見到不少求診的病人並不曉得

自己有鼻涕倒流問題，而以為是「氣管虛」

◎中醫冬季保養氣管三招：形寒飲冷則傷肺

才咳不停，因而問醫師要吃哪些「顧氣管」

．寒冷的季節要加強口、鼻、頸背等部位的

的藥或食療，其實要先治療好鼻子，才是根

保暖。背部有許多重要肺經穴位，也就是

本之道。

三伏貼外敷常用穴位，應避免受到風寒侵
襲，以免誘發咳嗽。

◎臨床上常見的咳嗽病因有：

．飲食上，少吃辛辣、燒烤，甜食冰品。

．鼻子：鼻過敏或鼻竇炎引起鼻涕倒流，導

．按 摩 合 谷 穴 、 足 三 里 穴 ， 以 指 腹 來 回 按

致咳嗽等氣管問題。

摩，到發熱為止，約5到10分鐘。

．氣喘。
．空氣污染：灰塵、菸味、沙塵暴來襲，也
易引起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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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前駐錫在本佛學會，他將每天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經辦局收款戳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人
款

備註：

□ 無需寄收據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寄

名

□ 請寄收據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名

□ 贊助會費
□ 贊助法會
□ 助印經書
□ 祈福光明燈
□ 供養法王
□ 購置會所基金
□ 普賢祈願大法會
□ 印度寺院修法
□ 其他

(小寫)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名

50085443

以上將會開立抵稅收據，以茲徵
信，方便您報稅時使用

金 額
新台幣

(二) 受款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安和分行
銀行帳號：027-0330-37908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
薩迦文殊佛學會
ATM轉帳代號為：013
＊ ATM轉帳註明帳號後五碼，以佛
學會帳號為例，其後五碼為：
37908 （請先確定提款卡是否有
轉帳功能）
＊ 臨櫃匯款請填上匯款人姓名；匯
款後，請將匯款收據附上聯絡電
話及地址 ，註明收據開立人姓
名，傳真至02-2707-9932。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一) 郵政劃撥帳號：5008-544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
文殊佛學會
＊ 懇請在劃撥單寫下地址及聯絡
電話，備註欄寫金額用途

98-04-43-04

早晨七點修持綠度母四壇供、下午四點
半修持護法總集迴向所有讀者健康平安
違緣遠離，亦歡迎大家前來共修。每星
期六上午九點半至十點半共修綠度母四
壇供，十點半至十二點佛法開示，目前
講解普賢行願品，亦皆由格西索南敦珠
帶領大家。另每個月藏曆初十、二十五
共修金剛瑜珈母，我們將不定期出版各
種刊物、唱誦CD、弘法DVD…等等，我
們誠摯的邀請您成為我們中心的會員，
每個月固定贊助會費金額不拘，端視於
您們的方便，希望能夠聚沙成塔，以圓
滿法王利生的佛行事業，也懇請您廣邀
朋友一起來共襄盛舉，今將我們中心的
銀行帳戶以及郵政劃撥帳戶告知於您，
希望得到您們慈悲的贊助與護持。另您
們有空時，請至本心中的網站瀏覽：
http://www.hhtwcenter.org，可得到更
多較新的訊息。
若蒙您慈悲的贊助，請匯款至以下
帳戶，衷心感謝您的發心！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佛學會新任常住－格西索南敦珠，

下期預告

薩迦法王開示
隨念三寶經
─

心
─經對空性的闡釋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
堪千阿貝仁波切荼毗大典實況報導

0503票據存款
210×110㎜（80g/㎡模）保管五年

交易代號：0501、052現金存款

2212劃撥票據托收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單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
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
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
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
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請寄款人注意

大寶金剛仁波切台灣福智行活動報導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一、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
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二、如 欲 查 詢 存 款 入 帳 詳 情
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
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
辦理。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
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
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
訖章者無效。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

心經除障、增福添壽大火供暨愛心關懷印度寺院
功德主資料表
姓

□ 贊助印度寺院小喇嘛新年僧衣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 贊助心經除障大法會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 兔年迎新新店濛濛谷增福添壽財神

真

大火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 贊助文殊季刊
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址

臨櫃匯款請填上匯款人姓名；
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附上聯絡電話及地址，
註明收據開立人姓名，傳真至02-2707-9932。
ATM轉帳註明帳號後五碼，以佛學會帳號為
例，其後五碼為：37908
凡發心贊助新年祈福大火供、心經除障暨愛心
關懷添僧衣，一千元以上者，送薩迦法王加持
開光的精美紀念品。

郵政劃撥：5008-544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懇請在劃撥單寫下地址及聯絡電話
備註欄寫善款用途
匯款銀行：兆豐銀行─安和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銀行帳號：019-09-01924-7
ATM轉帳代號為：017
(欲用ATM轉帳，請先確定提款卡是否有轉帳功能)

ATM轉帳後五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養功德金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迴向名單～
迴向現世者名單

迴向往生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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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文殊佛學會向佛友們賀新年

衷心祝願2011金兔年佛友們

身體健康、財源廣進、道業增上
文殊佛學會與文殊季刊編輯群同賀

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42巷2號2樓
電話：+886-2-2707-2468．+886-913-032-458
傳真：+886-2-2707-9932
E-mail：hhtwcenter@gmail.com
網址：http://www.hhtwcenter.org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504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