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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文殊雜誌編輯群在此向大家道歉，由於
前一陣子忙於籌辦法王來台弘法活動事宜，
所以本期刊遲了近一個月才出刊，尚祈讀者
見諒。
本期除了延續上期法王的開示摩尼密義
顯明論外，亦新增了一篇法王的密續教學。
在活動報導上，有大寶金剛仁波切莫斯科弘
法活動、法王造訪尼泊爾，以及珍寶鬘百尊
結集灌頂的實況。法王此次來台，籌備會印
製了法王在印度的利生事業，之後我們將會
在雜誌中逐一向各位介紹，此次先將最迫切
需要各位慈悲護持的卡林邦薩迦寺介紹給各
位，讓大家了解卡林邦薩迦寺目前的建寺工
程進度，希望各位能慷慨解囊，圓滿法王的
利生事業。
在這半年中，文殊佛學會陸續發行了兩
本新書，一本是法王的傳記及開示《榮耀的
薩迦》，另一本則是道果前行三現分的教授
《輪涅不二》，若您對於這兩本書籍有興
趣，可至佛學會或佛教書局請購。
願您閱讀此雜誌能帶來身心安樂，且沐
浴在法王的智慧慈光之中。祝願大家法喜充
滿！
文殊季刊編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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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能仁勝教寺
了滿足越來越多優秀年輕薩迦僧眾對於繼續修

為

學研究佛教教義的願望，薩迦法王於1980年

在印度喜馬偕爾邦普汝瓦拉興建了薩迦能仁勝教寺
院。普汝瓦拉是喜馬偕爾邦的樹木繁茂的區域，這
座莊嚴的佛學院目前約有八十位僧侶，一心專研修
學高深的佛教哲學。
現在名為薩迦能仁佛學院的成立，是薩迦法王
十幾年來的心血和愛心的結果，其建立的過程誠可
謂蓽路藍縷。由於法王的願力，它終於開花結果，
成為德行與素養都合乎條件的僧眾們，學習佛法的
皈依處。這些合乎要求的僧眾們，是從印度和尼泊
爾等地的薩迦寺慕名而來的。這裡的學制分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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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七年取得噶丘巴學位，相當於宗教學士學
位，之後再繼續修學二年，取得洛本學位，
相當於宗教碩士學位。
一如在慕蘇里的薩迦佛教大學一樣，
這裡的僧眾將訓練成為薩迦派各地寺院的老
師、方丈或管理人才， 佛學院的課程安排非
常密集，幾乎沒有閒暇時間，除了兩個半月
的暑假外，僧眾們每天從清晨忙到夜晚，一
星期只有半天休假。他們主要學習的內容是
薩迦傳承十八部最重要的經論研究，另外包
括印度和西藏各祖師們的釋論輔助課程包括
完整的密續研究、儀軌修習、藏文文法和英
文等。尊貴的大寶金剛仁波切每年都駐錫在
此教授密續數月最近才圓滿了喜金剛日光續
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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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史傳承

柯達利巴

農夫大師（西元十一世紀）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柯

達利巴，藏語稱作

印。獲得成就之後，柯達利

「掘地者」 ，古印

巴生起對師長念恩的心，決

度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之一，

定當面向香底巴表示感恩之

是一位高成就的密續瑜伽行

意。

者，傳說生於八世紀到十二

當他出現在香底巴面

世紀之間。

前的時候，香底巴並沒有認

柯達利巴是一位勞動

出他來，反而問他是誰。柯

者，以挖掘和耕耘乾旱而貧

達利巴提起從前他們在路旁

脊的山地為生，這是他自從

相遇的往事，以及香底巴當

被迫逃離飽受戰爭蹂躪的家

時所傳的教授，如何使他消

園之後唯一的工作。

除了痛苦，甚而使他證得解
脫。一聽到這番話，香底

當他遇到他的上師大成
就者香底巴之後，就從惡劣的生活中被仁慈

巴回答說，他自己由於太忙而沒有修行自己

地釋放出來了。大成就者香底巴是那洛巴的

的教授，因此沒有證得。於是香底巴希求柯

弟子之一，也是當時著名的超戒寺住持，他

達利巴傳授他多年前的教授。他按照次第修

正從斯里蘭卡回摩羯陀的途中，他是應斯里

行，也終於證得解脫。

蘭卡國王的邀請去弘法的。
當香底巴看見柯達利巴的痛苦時，生
起了悲心，傳授對治的方便。他告訴柯達利
巴說，與其白費力氣挖山，不如深入探索內

柯達利巴是「不二論」的堅定提倡者，
也是對上師堅定奉獻者。在他的著作《不思


議次第》 中有詳細的教授。
柯達利巴畫像的版權屬於www.himalayanart.org

心，漸漸地把真如本性顯露出來。
柯達利巴接下來的十二年，不斷地實
踐香底巴所傳的對治方便，終於成就了大手

1. Kotalipa
2. ཏོག་ཙེ་པ།
3. The Inconceivabl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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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班智達
《牟尼密意顯明論》
──薩迦法王開示(四)
2009年7月1 - 4日 開示於澳洲SIBA中心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持 戒 度
第二波羅蜜多是持戒度。持戒的特點
在於為了利益眾生而避免並斷除種種不善行
（即不造作性、遮二罪）。持戒若與前行的發菩提

心、正行時三輪體空、和結行時將功德迴向
給所有一切眾生，具足這三者即成就持戒波
羅蜜。為了行持戒波羅蜜，認清楚什麼是錯
誤的行為是相當重要的。有些人不會持守戒
律，有些人雖然持戒並且行為端正，但是卻
非正確的律儀，有些人即使有正確的律儀，
也未能變成成佛的因。這三種情形都應當避
免。
為了要避免這些情況，必須知道耽著種
種錯誤行為的過患。行者如果未能持守正確
律儀，將招致現前和究竟的惡果。現前的過
患而言，例如不獲包括天人等大眾的恭敬，

6

在上師及三寶前感到自慚形穢，在僧團中感

究竟的過患而言，行者如果違犯了支

到內疚，並愧受供養之物，一切人、非人等

分誓言，必將招致非常嚴重的惡果。從律典

都將批評你，並且不再護持你。

的角度而言，行者連一棵植物也不能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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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位僧人認為摧毀植物並非什麼重要

戒，則稱作「滿分優婆塞」或「滿分優婆

的戒律，因此他以身試法，以致於在來世受

夷」，這是因為受持五戒使行者自然地持守

生於龍族，在頭上長了一棵樹，令牠痛苦不

十善行。受持優婆塞戒本身就意味著行者離

堪。所以，即使違犯的是支分誓言，也能帶

於邪見；斷妄語即兼斷綺語、惡口和兩舌；

來莫大的痛苦。

斷不殺生兼斷瞋恨心；斷偷取即兼斷貪愛；

煩惱垢染損害正確行為，使人不能持

因此五戒包含所有善行。此外，若行者同時

守律儀，作出越軌行為，因此，必須以各種

受持八關齋戒，則稱為「淨行優婆塞」或

方法對治煩惱。為了遠離貪欲，行者作不淨

「淨行優婆夷」，淨行優婆塞所作梵行，跟

觀；為了免卻瞋恨，行者修習慈心；為了離

出家僧眾很相近，但是因為沒有受完整的受

於愚痴，行者試著了知緣起性空萬物相依等

戒儀式，所以仍是優婆塞。以上就是在家居

道理。行者應依此來免除一切煩惱垢染。煩

士的別解脫戒。有關出家僧眾（的別解脫戒），

惱能使我們犯下種種過失，導致不清淨心的

包括沙彌、沙彌尼和受全部戒的比丘、比丘

生起，由於心的不純淨，我們的身語會造作

尼，他們的戒在律典中均有詳細說明。至於

種種惡行。所以，對治煩惱的方法是修習善

菩薩戒，可依中觀派或唯識派來演說兩類。

行並且清淨持戒。

從儀軌上來說，他們主要都是主張斷四黑法
和修四白法。以上就是攝律儀戒的開示。

三聚淨戒
清淨戒有三類：一、攝律儀戒；二、攝
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

攝善法戒指廣作善行，這由初皈依開
始，乃至最後獲得佛的相好莊嚴。依個人能
力，行者盡力修持佛法，儘管只是一言一

於攝律儀戒而言，可分「菩薩戒」和

語，所積聚的功德，亦能集腋成裘，如蜂採

「別解脫戒」兩類，而別解脫戒又分在家居

蜜，牠們個子雖小，卻能積集很多的蜂蜜，

士和出家僧眾兩類。在家居士所受的戒有不

又如蟻築巢，即使牠們很微小，卻能積集大

同的層次，只受了皈依戒的，可稱為「優婆

量築材。就這樣，行者應努力廣作善行。

塞」或「優婆夷」，他們只受了皈依三寶戒

於饒益有情戒而言，如同在菩薩戒內所

（或稱三皈）。一般而言，在家居士要持守的

說，我們所作的每一項行持，都是為了利益

就是要避免十不善行，若未能完全持守五戒

其他有情，修行並非為了一己的利益。在佛

（殺、盜、婬、妄、酒），可逐步一個接一個的去持

典中曾說，若純粹為了利益其他有情而非為

守，若在五戒中受持其中一戒，可稱作「一

了一己的私欲，在特殊情況下，行者甚至可

分優婆塞」或「一分優婆夷」，若能持守五

違犯某些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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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五百名尋寶師出海，他們到

前利益方面，行者未來生於梵天，擁有高貴

不同的島嶼去尋寶，有次，他們收獲非常豐

種性、善妙之身、受用財富具足、得高上智

富，在回途中，其中一名船員因見到搜獲

慧、權勢顯赫、健康無病和長壽七種品質，

回來的珠寶，就計劃殺害所有船員並把珠寶

就這樣，你將獲得以上的殊勝利益。從究竟

據為己有。船長是一個充滿慈悲心的人，

利益而言，當行者證得佛果，將為三界之尊

在察覺到這名船員的陰謀後，就想辦法去制

（世尊），地位至高無上。

止它發生，但就是想不出可行之策。他清楚
知道，若讓這船員殺掉所有人，他必定會下
地獄，而且在地獄還會是一段非常漫長的時

忍 辱 度

間。船長對此生起憐憫之心，心想若先發制

第三波羅蜜是忍辱度。忍辱的特點在

人把這船員殺掉，使他免於在來生受到如此

於面對任何加於身心上的傷害時，行者不但

巨大的痛苦，他願意以自己的利益和快樂跟

不受其干擾並能不起瞋心修持忍辱。若跟前

他人的痛苦來作交換，就在這動機下他把這

行的發心、正行的空性智慧和結行的迴向結

船員殺掉。船長並未因此而下地獄，反而積

合，這就成為忍辱波羅蜜。

聚了相等於修行九大劫的功德，殺生的行為

首先，我們必須認清忍辱的反面──

本是惡行，在此反成了善行。那五百名尋寶

瞋恚心。應斷除瞋恚心，我們要記著瞋恚的

師亦因而種下了日後成為菩薩的種子，若他

過患、它對我們這一生的影響，以及它可

們全都被殺，兇手必然要下地獄，為了救度

摧毀究竟的安樂，這些都是要斷除瞋恚的原

這名兇手，而非為了保住財寶，船長選擇了

因。當你生起瞋恚心時，就不能享受和平

他自己行惡業。如同這個故事，在菩薩戒

和安樂，這不只影響你自己，整個家庭、整

內，行者每一個行為都是完全為了利益其他

個環境，甚至整個社會也受到牽連。當有個

有情而作。

非常生氣的人在身邊出現時，整個氛圍都被

修持戒的方式，跟之前在布施度所開示

影響。瞋恚心損害自己的健康，損害心的平

一樣，應伴以四賢善素質和斷除七種貪執，

靜，也損害睡眠，害處不一而足。瞋恚心不

當中除了把主題由慳吝改為不善行外，其他

單影響這一生，還影響未來許多生。經中

都是一樣。

說，在眾多煩惱中，瞋恚心是最糟糕的，種
種惡行都是由瞋心而起，其成熟果報是受生

利益

於地獄，它能摧毀布施、供養、持戒等善

持戒的利益有現前和究竟兩類。在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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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文集

聚之功德，世上沒有比瞋恚心更糟的煩惱。

作出損害的人、沒有所謂的仇敵，也沒有一

明瞭這些之後，行者應摒棄瞋心。

個「我」的存在，實際上，連所面對的傷害

要摒棄瞋心，必須清楚認識生起瞋心
的原因。當我們得不到所渴求的，就會生瞋

都不存在，一切都是無自性，非獨立存在
的。

心。我們必須了解，一切其實離不開業力，

第三種忍是「不顧損害的忍」，可分

當感到憂慮或處於極渴求的狀態，卻又得不

對象、時間和性質來理解。從對象的角度來

到想要的，心就會生氣和起瞋恚。如果事情

理解，通常對自己的親友修忍辱比對自己

是可避免或可以挽救的，那就沒有必要擔心

的怨敵容易得多。若要忍耐的心能夠慢慢地

或為此而激動，如果是無可避免或不能改變

增長，行者首先對其家人修持忍辱，然後

的，那麼擔心或焦慮都是毫無意義的。

親友、乃至一般其他的眾生，最後對怨敵也
能行持忍辱。從時間而言，行者修持忍辱，

三種忍辱

可把行持忍辱的時間延伸，在剛開始的時

若要斷除瞋心，就須修持忍辱來對治。

候，可以是半天的修持，乃至後來延伸為一

忍辱有三類：一、能耐苦受的忍；二、思惟

整天，或再長的時間。從性質上而言，一切

勝義諦三輪之理的忍；三、不顧損害的忍。

有情實際上都曾為我們的父母親，因此，我

「能耐苦受的忍」指身體和語言都避免

們應當修持忍辱，並應斷除瞋恚等惡行。其

行惡。為了要行一切善，行者生起強大的願

實，怨敵是修持忍辱最佳的對象，他給我們

力，無論遇到多大的艱苦都會去面對。如過

修行的機會，沒有怨敵就無法修忍辱，所以

去諸佛菩薩由於修持忍辱而證得佛果，行者

說怨敵是幫助我們修菩薩道的良伴。

亦跟隨他們的腳步，無論遇到怎樣的痛苦，
都甘願接受和忍耐，以修持忍辱。

同樣，修持忍辱應伴以四種賢善素質，
並斷除七種貪執。

有關「思惟勝義諦三輪之理的忍」，這
要從世俗諦和勝義諦的角度來理解。從世俗

利益

諦而言，行者可這樣思惟，任何苦痛或問題

忍辱的利益包括現前和究竟兩類。現

都不離於輪迴的本質，就像熱是火的本質，

前利益包括身心安樂，一切怨敵會自然地消

濕是水的本質，輪迴和眾生的本質都是苦，

失，行者活在無懼中。究竟利益而言，無論

所以，無論遇到怎樣不公平對待或抨擊，行

行者在未來生於什麼地方，都相好莊嚴、健

者都能面對。從勝義諦角度來看，一切事物

康長壽，並受人擁戴；乃至成佛，得三十二

都是無自性，依因緣而生。在實相中，沒有

相和八十隨好莊嚴身，能攝受一切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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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莊嚴經論•敬佛品》
彌勒菩薩造論
至尊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五）
《大乘莊嚴經論》為彌勒菩薩在兜率天授予無著菩薩的論典之一。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由

這一部甚深教法先前登載的佛功德部

分，我們已經了知佛陀的心意深不可

測、完全且永久地覺知，並且遠離所有概念
造作和遠離二元性。他的摩訶迦樓那 ，也就
是大悲心，攝受每一位眾生，並且了知眾生
的一切染汙，以及這些染汙的正對治。佛陀
的一切功德無一非善、非圓滿，而且無一不
是為了利益所有一切眾生。在偈頌中所描述
的佛功德，還包括了正遍智，也就是祂遍知
一切法無餘例外的圓滿智慧。
此中敘述的所有功德都是佛陀的三所依
與生俱來的，三所依即三身。其中第一個

第二個所依是報身，這是指佛陀的受用

所依是法身、或稱自性身。這個真實的身體

身。這是色身的表現，示現轉大乘法輪，唯

沒有任何雜染或者無明，而且完全證得諸法

有由受用身領納教法的弟子才稱菩薩。

無我。法身指的是佛陀的意。

第三個所依是化身，這是報身的表現，

1. 摩訶迦樓那，為梵語֛շ֒֡֊ (Mahakaruna)之音譯，義為「大悲」。
2. 三所依（three ka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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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眾生無上的功德。它是佛陀深思熟慮的

上菩提。摩訶菩提的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悟

結果，假設眾生能夠見到的任何色身，都將

入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也就是了知事物以

饒益他們。為了應眾生之根機，化身有三

相對形式出現與以究竟實相呈現。佛陀是一



種。第一種稱為受生化身 ，例如目前住在

切智智，能斷所有眾生的疑惑與無明。一般

兜率天的彌勒佛，雖然祂已經證悟，但他是

眾生如果會犯一個錯，他就可能再犯其他的

管轄兜率天的當來下生佛。第二種稱為增上

錯，因此不能完全證悟。反過來說，如果完



化身 ， 這一類的化身示現的佛是具有無上

全證悟的話，就絕對不可能犯任何細微的過

功德，例如釋迦牟尼佛，為了堅固弟子的信

錯。



心，祂具備示現十二相成道 的色身。第三


種稱為藝術化身 ，例如世尊在示現大般涅槃


接下來介紹佛陀所具備的功德是六波
羅蜜多。六波羅蜜多是大乘道，成就六波羅

前，調伏一位名叫極喜 的弟子，這位弟子

蜜多者，同樣也克服了它們的正對治。第一

是乾闥婆王，深以具有彈奏魯特琴的天份自

個波羅蜜多是布施度。因此，本論作者偈頌

豪而自認無需聽聞佛陀的教法。為了調伏乾

禮敬說「世尊無著。」不論是布施善根或身

闥婆王極喜的我慢心，佛陀化身為一位魯特

體，必須對於所行惠施及所得善根毫無貪

琴家，向這位驕傲的音樂家挑戰，演奏的技

著。此處禮讚佛陀行布施時完全遠離慳貪。

巧遠超過他無量倍，粉碎了他的我慢心，而

第二個波羅蜜多是持戒度，這裡禮敬佛

乾闥婆極喜正是佛陀示寂前所調伏的最後一

陀說「世尊無過。」從道德方面去衡量行為

位弟子。

時，大部分的眾生或多或少都有違犯道德的


證悟也分三種 ，佛陀所證稱為大菩


提，或摩訶菩提 ，是高於其他兩種證悟的無

地方。但是正等正覺絕對不會有絲毫道德過
失，祂的道德是圓滿的。

3. 受生化身，birth nirmanakaya。
4. 增上化身，excellent nirmanakaya。
5. 十二相成道，藏文མཛད་པ་བཅུ་གཉིས།
6. 藝術化身，artistic nirmanakaya。
7. 極喜，藏名རབ་དགའ།，為一乾闥婆王。
8. 三種菩提：聲聞菩提、緣覺菩提，佛菩提。佛菩提又稱大菩提，即摩訶菩提。
9. 摩訶菩提，mahabodhi。
10. 以上禮如來種智勝功德，偈曰：三身大菩提，一切種得故，眾生諸處疑，能除我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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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波羅蜜多是忍辱度，關於佛陀修

話說，佛陀不但具足阿羅漢所有功德，同時

持安忍獲得的泰然功德，偈頌禮敬說「世尊

也具足佛陀不共的功德。總之，佛陀具足一

無穢。」意思是說，無論對世尊造作任何傷

切想得到的功德。這些功德賦予祂成就自利

害，祂相續並不受到擾亂或激動，反而能夠

利他的潛力。

保持未受擾亂的寧靜狀態。
第四個波羅蜜多是精進度，偈頌禮敬
說：「世尊無息」，意思是說佛陀的精進功
德，祂愉快地造作善行，從不止息，不曾受
到任何懈怠或懶惰影響。
第五個波羅蜜多是靜慮度，這是住所緣
境、心一境性、心不散亂的能力。佛陀無時

佛陀所行利他成就不可稱量，而且堅固
不變。正等正覺利益眾生未曾剎那止息，祂
不斷地利益如虛空般的無量眾生。
此外，正等正覺遍知一切可認知的事
物，並且實現任何需要完成的利樂事業，而
每一件利樂事業都圓滿。所以這三點是佛陀
的另一類功德：殊勝智、殊勝行、殊悉地。
薩迦班智達繼續宣說佛陀的其他功德，

無刻不住三摩地。

L

第六個波羅蜜是般若度，這是如所有

稱為「三十七菩提分品 」，又可以分成七

性、盡所有性的智慧。佛陀的心固定安住於

類：第一類是四念處，即恆常憶念身、受、

理解事物的實相，除善所緣外，沒有任何境

心、法，正等正覺即是透由這種憶念而完全

或法能令其散亂。

F

證得無我。

至尊慈氏造論讚頌佛陀到此圓滿成辦，

第二類是有關於精進或勵力，也就是四

沒有繼續寫下去的原因，並不是已經沒有值

正斷：已生惡令永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

得頌揚的佛功德，而是寫到這裡已經感到心

善令增長、以及未生善令生。

滿意足了。

第三類是有關於禪定，主要是獲得神通

薩迦班智達覺得還有許多值得頌揚的佛
功德，於是完成了Semtsema的其餘部分。

的定，也就是四神足，譬喻禪定對於證悟的
重要性，猶如腳對於走路的重要性一般。

這一部分是從深具意義的自利行與利他行開

第四類是五根，第五類是五力。這兩類

始，他說：「世尊具足一切能夠獲得的妙功

都具有五個要件：信、勤、念、定、慧，但

德。」暗示佛陀具有共與不共的功德。換句

是在它們各類當中意義不同。譬如在五力可

11. 以上禮如來度滿勝功德，偈曰：無著及無過，無穢亦無息，無動無戲論，清淨我頂禮。
12. 三十七菩提分，֎֫։֟շ֭֙ (bodhipakṣ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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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治的是懷疑、懈怠等等，而在五根則是

相續離於諸相，遠離所有二元概念──例如

能賦予饒益眾生的能力。

空與非空、有與非有等。空、無願、無相等

以上前三類屬於資糧道，第四、五類則
屬於加行道。
第六類是七覺支，屬於見道，成就觀照
事物的真如本性，相當於初地禪定。

三解脫門是阿羅漢所共通的，但是唯有佛陀
圓滿具足三解脫門功德。
薩迦班智達繼續讚歎佛陀破四魔的功
德，第一個是煩惱魔，也就是惱害眾生身心

第七類是八正道，屬於修道，完成資糧

的貪瞋痴等煩惱。正等正覺圓滿調伏這些煩

道、加行道、及見道之後，進入修道位，這

惱。第二個是蘊魔，也就是由於我們的業惑

時候的行者漸漸正住完全證悟的境界。

而構成身心的色受想行識等五蘊，是我們痛

此外，偈頌「成就三十七菩提分我頂

苦的根源，正等正覺已經破除對於五蘊身的

禮」非常重要，確切來說，阿羅漢和辟支佛

欲念。第三個是死魔，佛陀因為不受會死五

也同樣有這些成就，但是只有正等正覺圓滿

蘊身之逼迫，所以不受死主威脅。第四個是

成就八正道。

天子魔，能對修行正法者作出種種障礙和傷

接下來，薩迦班智達開始讚歎佛陀的九
次第定，也就是色界四禪次第定、無色界四
處次第定、以及滅受想次第定。

害，佛陀能夠很輕易地擊敗他。
偈頌「敬禮如實制伏者」是向祂為了制
伏四魔，經歷多劫修行智慧與大悲，成就了

這些次第定或三摩地的作用在於淨除三

可敬而有力的心相續者頂禮。前三魔是被修

界所有一切眾生的一切染汙和煩惱，造論者

行智慧所破，因為根本智是證得無我的根本

說「汝具圓融自在力，能碎堅硬未耕地」，

因，它能擊敗煩惱。一旦淨 除了煩惱就等於

意思是指眾生的心相續由於煩惱餘毒而完全

解脫輪迴，如果不再受生於凡夫身，就不再

硬化，難以消融，佛陀的正念與教法能夠破

受到死亡逼迫。天子魔是被大悲所破，如果

除眾生心相續的硬土。

對所有一切眾生修習慈悲，招致障礙的機會

然後造論者頂禮三解脫門功德，第一個

就大幅降低，甚至根本消除。因此正等正覺

是空解脫門，顯示佛陀觀一切法自性本空，

已經徹底地降伏所有的魔羅，並且淨除任何

無作者無受者這種二元性。第二個是無願解

的無明或染汙。

脫門，顯示佛陀的心相續於色、境、身等有
漏法無所願求，沒有任何境是祂所妄想或厭
惡的。第三個是無相解脫門，顯示佛陀的心

2012 t 夏 第 12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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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乘的哲學和修持
密續教學(一)
薩迦法王開示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乘道的趣入如同

苦中救護我們；悲心，

佛道一樣，密乘

因為所有一切眾生都跟

與大乘之間的主要哲學

我們一樣怖畏輪迴眾

並沒有不同，差別在於

苦，所以我們是為了所

各自所強調的和所採取

有一切眾生而皈依三

的方法。

寶。

密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

密乘道的下一步

密乘的趣入法門，趣入

是要發菩提心，菩提心

密乘道如同趣入佛道一

的生起與菩薩戒有密切

樣，所以趣入密乘道也

關聯。簡單地說，行菩

從皈依開始，並不令人

薩道的本質是為了利益

感到意外。藏傳密乘皈

所有一切眾生的利他誓

依的是代表有清淨傳承

願。如同皈依一樣，發

的具德上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皈依相當
於灌頂。首先，這代表正式趣入佛門，我們
依循佛道追求解脫。

14

菩提心是修行密乘道的必要步驟。
接下來應當修習念死、無常、和暇滿人
身。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現前所有的享樂都不

皈依三寶的原因有三方面：怖畏、淨

能久住，這一切在我們臨終時都會消失，而

信、悲心。怖畏，於輪迴眾苦起大怖畏而思

且死無定期。思惟死亡和無常可以激勵我們

皈依三寶；淨信，深信只有三寶能從輪迴眾

修習正法不會推延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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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必須了知業果法則，或者說
因果法則，以及它們與我們造作的業有什麼

承。密續灌頂授權我們可以觀想本尊，並且
確定自己就在象徵證悟的本尊淨土中。

關係。我們必須體認像布施、悲心等善業是
樂因，而自私、瞋恚等惡業是苦因。因為業

密續所涉

果不論是好是壞都無法避免，所以我們必須

乃是成辦心靈成長的方法，

努力造作善業，而努力避免造作惡業。

並不涉及哲學。

密乘道的趣入如同佛道一樣，

由於印度教與佛教的密續之間有相類似

密乘與大乘之間的主要哲學

的地方，往往導致一些人以為由於密續的發

並沒有不同，

展，不再區別佛教和印度教的哲學。然而，

差別在於各自所強調的

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密續所涉乃是成辦心靈

和所採取的方法。

成長的方法，並不涉及哲學。因此，印度教
與佛教的密續修習，兩者之間儘管有類似的

藏傳密乘在正式趣入密乘道之前，通常

地方，但是並不表示印度教和佛教哲學有合

必須有一定的前行，也就是通稱的四加行：

而為一的現象。舉例來說，雖然印度教和佛

一、持誦十萬遍四皈依儀軌；二、持誦十萬

教的密續有許多相同的名相與神祇，但是並

遍金剛薩埵百字明咒；三、持誦十萬遍上師

不意味密乘佛教已經偏離佛教思想的本質。

祈請頌（即上師相應法）；四、供曼達十萬遍，這

例如，像「自性」、「我」等，雖然有許

項加行象徵為了我們的心靈成長而供養三千

多名相在印度教和密續的教典都可以找到，

大千世界。

但 是 意 義 並不相同 。 在 印 度 教 的 教 典 中 ，

第一加行是為了堅固我們修行佛道；第

「自性」是指「一個獨立的性質或本質之存

二加行是為了淨除我們過去與現前的不良傾

在」，但是在佛教密續是用來強調「一切法

向；第三加行是建立我們與上師的堅強關係；

空」。因此，是指一切事物的性質是空性。

第四加行是透過象徵性的布施，協助我們去除

同樣地，名相「我」只是用來確定「空」。

自私傾向，成辦我們集聚成佛的資糧。

雖然有一些神祇的確是印度教徒和佛教

完成四加行之後，可以請求上師灌頂

徒共同禮拜的，但是那並不表示佛教哲學已

開始進入有一代表佛陀化身的密教守護神護

經失去它的特性。首先，在佛教密續眾神廟

持的禪修。授予灌頂的上師必須具有清淨傳

中的印度教神祇是屬於比較不重要的神祇。

2012 t 夏 第 12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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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於佛教和印度教都是在印度文化背

的心。譬如一個喝醉酒的人，他可能感覺地

景裡發展出來的，所以有一些神祇是兩種傳

面正在移動，或者他自己覺得力氣很大。又

統共通的事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這些

如黃疸病患把白色物體看成黃色。這些例子

神祇本身既不專屬於佛教，也不專屬於印度

顯示知覺取決於心的狀態。

教，而是屬於印度的文化。

第二個步驟是以魔術幻影的例子來說

簡而言之，密續偏重於方法多於哲學。

明。這個步驟的重點是要說明雖然知覺取決

不是只有佛教和印度教有這種情形，耆那教

於心，但是心本身是虛幻的，它既不在內，

甚至與回教的密宗修習也有許多類似的地

也不在外；既不長也不短。就像魔術道具組

方。儘管佛教和印度教的密宗修習類似，但

裝起來之後，就能夠出現幻影，道具沒有組

是密續佛教始終保有它的重要哲學態度。

裝起來，幻影就不能出現一樣，因此所有的

前面提到密續佛教與大乘佛教的主要哲

經驗就像魔術幻影一樣。

學沒有不同，大乘佛教包含兩個主要哲學流
派或立場──「心」與「空」。

第三個步驟是解釋所有事物的緣起是
相互依賴的。這也同樣藉由例子說明。譬

無著與龍樹兩位菩薩對於這些立場都有

如，在萬里無雲有皎潔明月的夜晚，將許多

詳細的解釋，他們都被視為是西藏密續傳承

裝滿清澈水的盆子放在戶外，月亮會映在每

的創始者。因此，佛教的密續哲學有兩種主

一個盆子的水面。如果其中任何一個條件消

要的元素──「心」與「空」。

失，好比說不再是萬里無雲了，那麼月亮將
不會出現在盆子的水面上。同樣的情形，所

著重於心的重要性

有事物的出現也是由於種種條件組合而成的

是密續佛教哲學的起點。

結果，換句話說，它們的緣起都是相互依賴
的。

16

密續佛教哲學的緣起點是在於重視心的

最 後 一 個 步 驟 ， 要 說 明 所有 的 事 物 之

重要性，要證得解脫，必須先了知空性，所

間的關係並不完全能用語言表達。譬如以下

以心是證得解脫的第一個步驟，而不是最後

的例子：雖然我們知道芽是從種子產生出來

一個。

的，但是，我們不能說芽和種子是相同的或

證得解脫的步驟在藏傳密續中以種種的

者是不同的。因此種子和芽之間的關係是不

例子分成四個步驟來解釋。第一個步驟利用

能用語言表達的。因此所有事物的緣起雖然

一連串的例子，說明我們狀態是依賴於我們

是相互依賴的，但是究竟的感覺中，它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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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語言表達的。
以上的例子說明了佛教密續理論的四個
步驟，而由這四個步驟顯示心與空交互作用

──轉為解脫的道用。
因此密續有如柔道精神，
藉由敵人的力量制伏敵人。

的概念。第一個步驟提醒我們所有的事物是
依賴心而顯現的，接下來的三個步驟分別顯

據說修習密續能夠迅速獲得解脫或證

現所有的事物猶如幻影、緣起相互依賴、不

悟，理由何在？因為密續提供更有效的方法

能用語言表達，換句話說，也就是「空」。

把平常經驗化成證悟經驗。加速密續修習效
果的關鍵，在於密續運用種種有力的身心力

心是改變我們看清事物方法的關鍵。

量，刻意運用它而達到更迅速的結果。這樣

心是輪迴和涅槃的根本因。

可以使密續行者迅速達到一種心靈成熟的程

但是本質上心什麼也沒有，

度，甚至即生可成，然而若以其他方法修

它是「空」。

習，勢必需要經過多生才能圓滿。
任何修習密續的人，都涉及心能量與

因此，心是改變我們看清事物方法的關

身能量的控制和處理。他或她試圖把能量導

鍵。心是輪迴和涅槃的根本因。但是本質上

向證悟的目標。能量的本質是清淨的，因為

心什麼也沒有，它是「空」。如果心有它自

它分享的是所有事物的本性，也就是空性。

己的本性，那麼將會根據它的本性產生輪迴

從能量的觀點來說，像欲和瞋等有力的情緒

或涅槃，但是心就像水晶或白色布料一樣。

所產生的能量，遠比那些從較溫和的情緒所

如果我們把水晶放在一個藍色或者紅色物體

產生的能量來得強而有力。如果能夠善加利

旁邊，水晶就會相對的顯示藍色或紅色。如

用，這些強有力的能量可以被轉化成協助我

果我們用紅色或者藍色染料，那麼白色布料

們達成證悟目標的因緣。密續即是能將欲和

將相對的變成紅色的或藍色的。所以心也是

瞋等染汙的能量，化作成辦解脫的工具。因

這樣，如果它受到貪、瞋、和痴的影響，就

此密續有如柔道精神，藉由敵人的力量制伏

會走向輪迴，但是如果它受到菩提覺悟的影

敵人。雖然說密續提供迅速達成心靈成長的

響，就會走向涅槃──成佛。

方法，但是這並不意味密續是一條容易的途
徑。它必須嚴守善行規則，並且要至誠懇切

密續

而專一的勵力修習。如果能以這些能量修習

將染汙的力量──欲和瞋

密續，確定能夠朝證悟的目標迅速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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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雪域修行者應有的認識
薩迦班智達造頌（1182-1251)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吽 塞嚩悉底 悉曇！
在這雪域山區裡，

有些修行者披戴盔甲

有許多偉大的修行者，

利益無量無數的眾生。

無論他們的成就是上上、中中或下下，

他們騎乘福德智慧馬，

我們都應該尊重他們，

有鐵刺激勵。

請將您對於這些事情的異見擺一旁，

他們運用智慧淨除敵對的情緒衝突。

以恭敬的心聽我說！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
所從事的是一場英雄戰鬥！

有些修行者心緣一境，
不高談闊論。

有些修行者飽學戒定慧。

他們的身體維持著純淨的力量。

他們慈悲為懷饒益眾生：

他們的相貌潔淨的。

面對混亂的世界毫無怖畏。

他們的行為純潔。

他們弘傳聖教，

他們頭戴藍綠色長髮髻。

引領眾生走向解脫大道。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與雪獅為伍！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
總是有條不紊的成辦利他事業。

1. Om svasti siddham!吉祥!成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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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聞

以上是三種上上類型的偉大修行者。

以上三種類型的修行者是謂

讓大家知道他們的心是非比尋常的！

「已入正法之門者」。
他們都是智者，

有些修行者對於教法並不通達，

走自己選擇的路，

但是觀想上師坐在頭頂。

令他人有信心，

他們淚流滿面地祈求上師。

所以應該支持他們。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是解脫道上的嚮導。
有些修行者堅持神聖的教誡。
有些修行者雖然未了知經論，

他們的心始終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

但是他們敞開心扉，

因此無明黑暗越來越嚴重。

以證悟的心而莊嚴。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是醉鼠。

為了成辦利他事業，
他們從不懈怠放逸。

有些修行者無法調伏自心，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是利他的如意寶。

受制於他們所相信的和欲求的事物。
他們努力爭取遠山支持。

有些修行者以一般方式不能成就大乘，

為了成滿自己的希願，

於是他們藉由一把花束，

他們經常找尋旁門左道。

代表四級灌頂的三昧耶戒，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是山間的野生動物。

當作是頭顱，
激勵莊嚴的施捨。

有些修行者放棄了解脫道，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迅速解脫世界。

專門為非作歹。
他們把時間浪費在欲望高山之家。

有些修行者不為利他著想，

然後他們成為商品專家，

但是他們也聽經聞法，

周旋在支持他們的男女之間。

思惟因果而知所取捨。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像狐狸，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遮止了惡趣窄門。

穿梭在成千的市場中。

2012 t 夏 第 12 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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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修行者追求在正法中的名望，

這些人的身口意都與善行相違，

猶如燎原野火。

他們是偷盜正法的惡徒。

他們忙於到處閒談，

他們雖然趣入教法的大門，

生活混亂，卻希望活得長長久久。

卻討厭上師的所作所為。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是狗和小偷，
他們遊蕩於城鎮的邊緣。

我祈願你們遠離那些倔強的人們。

有些身穿褐紫紅袍的修行者，

願這閃耀著好消息的陽光

他們的趣向卻是邪惡王國。

能生起理解，

他們周旋在三教九流當中，

在清淨教法的教授天空中

然而這些人都心懷貪瞋利器。

那是一個巨大的曼陀羅

他們一切時處都在造作惡業。

使得我的弟子園中

這些偉大的修行者

能蘊育出苾芻 。

為三惡道增加居民數量：
〔畜生、餓鬼、和地獄〕。
當尊貴的薩迦班智達在西藏北方的「迦」區時，他注意到雪域的偉大修行
者，於是創作了這首詩。

本文原載於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stsho)編輯的《薩迦班智達全集》，
pp.400 d-401 c，由日本東京的財團法人東洋文庫(The Tokyo Bunko)於1968年發行。
由克里斯多夫•威爾金森(Christoph Wilkinson , 藏名Jamyang Chopel）從藏語
翻譯成英語，並由莫克•莫科多夫(Moke Mokotoff, 藏名Jamyang Dorje)編輯，本刊
徵得他們授權轉載。

2. 苾芻，根據《翻譯名義集》卷一，指雪山之香草，以此草之五德，譬喻比丘亦具五德，即體性柔軟、
引蔓旁布、馨香遠聞、能療疼痛、不背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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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大寶金剛仁波切
莫斯科弘法活動報導
月十八日，大寶金剛仁波切在薩

三

迦法王的建議之下，由加德滿都

啟程訪問莫斯科，展開弘法與傳授普
巴金剛大灌頂 。
大寶金剛仁波切在Otkritiy Mir
Centre先後開示《遠離四種執著》與
薩迦三祖傑尊扎巴賈稱 著作的Short
Melody of Dream-like Practices。這兩場
開示都吸引了無數的僧俗二眾。
法王子在Otkritiy米爾中心給予開示

之後，仁波切
前往座落在市郊的
噶•昆佩林閉關中


心 訪問四天，傳
授了普巴金剛大灌
頂，並析釋其短軌
意涵。
閉關中心座落
在森林中與世隔絕


的清淨地 ，環境
宛如仙境，尤其殊
莫斯科的奇幻景象

1. Vajrakilaya Initiation

3. Gar Kunphenling Retreat Centre

2. Jetün Dragpa Gyaltsen

4.

དག་ས།
012 t 夏 第 12 期．文
文殊

21

勝的是映入眼中的西藏寺院建築。
儘管行程緊湊，仁波切還是能夠找出時
間享受俄羅斯的冬天。

Gar Kunphenling閉關中心

參予普巴金剛灌頂的學員

大寶金剛仁波切和雪人

薩迦法王
尼泊爾弘法活動報導


月五日薩迦法王抵達尼泊爾波卡拉 ，

三



為新落成的貝瑪察爾薩迦寺 主持開光

啟用儀式。隨後薩迦法王前往加德滿都，在
市區和附近各地宣說教法並授與口傳。
薩迦法王這一趟弘法行程，隨行的有大
寶金剛仁波切、無著金剛仁波切、無畏金剛
仁波切、虛空金剛仁波切、傑尊瑪仁波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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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與大寶金剛仁波切及隨行仁波切們合影





塔 澤堪 仁波切 、夏宗仁謙巴究仁波切 、


慕斯唐地區位在尼泊爾西北，緊鄰西

羅夏宗仁波切 、以及塔立祖古仁波切 。

藏，本來是一個金剛乘佛教小王國，傳統

此外，薩迦法王佛母嘉雍千嫫與大寶金剛仁

上，不論文化、宗教都是在西藏保護之下。

波切佛母達嫫姑秀卡嬁也參加了這趟弘法行

由於1959年的政治動盪，而脫離西藏保護。

程。

由於慕斯唐地區既無教育設施，又缺
貝瑪察爾薩迦寺於1999年起建，由尊貴
F

L

的貝瑪旺札堪布 與貢噶敦珠堪布 負責監
:

造，目的是為了照顧慕斯唐地區 的下一代學
童。

乏保護傳統資源的架構，正面臨文化消失的
危機。慈悲為懷的薩迦法王為了搶救這個危
機，於是有了貝瑪察爾薩迦寺的建立。
在薩迦法王的加持下，尊貴的貝瑪旺

5. Pokhara, Nepal

10. H.E. Tharig Tulku Rinpoche

6. Pema Ts'al Monastery

11. Venerable Khenpos Pema Wangdak

7. H.E. Thartse Khen Rinpoche

12. Venerable Khenpos Kunga Dhondup

8. H.E. Shabdrung Rinchen Paljor Rinpoche

13. Mustang

9. H.E. Lo Shabdrung Rinpoche
2012 t 夏 第 12 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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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寺功德主湯姆先生迎接法王蒞臨

阿桑嘎法王子和阿巴亞法王子一同參與法會

札堪布與貢噶敦珠堪布開始尋找合適的建寺
福地。最初考慮在加德滿都建寺，然而由於

法王進行新廟灑淨

種種因緣，尤其是環境汙染的程度，所以放
棄了這項考慮。經過了審慎的尋訪勘察，堪
布來到了波卡拉，這裡的環境不但具有自然
美、溫和的氣候和清新的空氣，而且符合尊
G

貴的究給企謙仁波切 對於寺院要建在兩河匯
聚的高原上的要求。這塊地的另一項優點是
在五處藏民屯墾區步行範圍之內，雖然遠離
市區，仍具足便利舒適的條件。
獲得來自美國與日本主要贊助者的慷
慨支持下，貝瑪察爾薩迦寺的建設順利展

14. H.E. Chogye Trichen Rinpoch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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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布貢噶向法王獻曼達

活動紀實

建寺功德主收到法王贈予感謝狀

法王給予普巴金剛食子灌頂

開。「貝瑪察爾」的意思是「蓮花成長」，

受服務的社區民眾等。

是特別適合作為寺院的名字，可以讓我們思

薩迦法王在波卡拉期間，造訪了幾座

惟儘管環境惡劣，蓮花依然能夠成長綻放。

學校和寺院。經過一星期沐浴在上師的慈光

以雪域群峰作為背景，寺院真是美得出奇。

下，三月十五日貝瑪察爾的喇嘛們和波卡拉

目前進住八十位喇嘛，實際規劃可以容納

薩迦社區熱烈歡送薩迦法王繼續他在尼泊爾

I

一百二十位。位在北印度比爾地區 的宗薩佛
N

學院 ，畢業的堪布都會被定期安排來這裡承

的弘法行程，接下來是在加德滿都和周邊地
區弘法。

擔說法師的任務。

薩迦法王抵達位在加德滿都的國際佛學

從薩迦法王親授堪布頭銜給兩位創辦人

院時，受到盛大的歡迎。薩迦法王上一次造

貝瑪旺札和貢噶敦珠，就可以了解建設貝瑪

訪國際佛學院是去年主持尊貴的堪千阿貝仁

察爾薩迦寺的重要意義了。長達一星期的落

波切荼毘大典。
前三天薩迦法王在札隆埵昂圖滇卓林寺

成啟用慶祝活動，吸引了無數的僧俗二眾，
包括創辦者、資助者、進住的喇嘛、以及接

J

>

的初璽法王 舍利塔前主持金剛瑜珈母法會。

15. Bir, Himachal Pradesh, India
16. Dzongsar Shedra
17. Zarong Dho-Ngag Thupten Choeling Thrulsig Monasgtery
18. Kyabje Trulshig Rinp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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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進行普巴金剛舞儀式

D

薩迦法王在蘇瓦揚布 的期間，加持了當
地的幾座弘法中心。

=

佛塔四周圍滿了虔誠的信徒。薩迦法王的車

接下來的時間，薩迦法王都駐錫在博達

隊由塔立祖古仁波切引導，緩緩穿過群眾繞

納 ，第一場活動是在國際佛學院為眾多喇嘛

行佛塔，來到寺院。薩迦法王登上二樓的露

和學生傳授文殊灌頂，第二場活動是以英語

台，加持熱情的民眾。

E

6

宣說薩迦三祖傑尊扎巴賈稱 的《證道歌》。
薩迦法王也造訪了博達納附近的幾座薩
H

9

迦寺，包括蘭納仁波切 在比夏那加 的弘法
;

中心Byoma Kusuma、旺杜喇嘛寺 和瓦隆寺
<

，這是由薩迦法王開光的寺院。
在三月二十一日，薩迦法王在博達納佛

薩迦法王最後一個公開行程是造訪塔蘭
@

寺 ，法王在這裡傳授出自伏藏紅度母灌頂

三月二十五日薩迦法王離開加德滿都前
往德里，臨行前向國際佛學院的翻譯學生和
教職員發表重要的教誡：

25. Walung Monastery

20. Boudhanath

26. Gyang Guthi Gompa

21. Jetsun Dragpa Gyaltsen

27. Tsewang

22. Rana Rinpoche, 全名Sridhar Rana Rinpoche

28. Tharlam Monastery

23. Bishalnagar

29. Apong Tertön Terma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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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蓮師灌頂和觀音灌頂。

19. Swayambu

24. Wangduk Lama Gompa

26

?

塔附近的將古提寺 為民眾傳授長壽灌頂 ，

活動紀實

寺院開光典禮時生動的金剛舞演出

大慈寄宿學校

吉祥耶旺尊勝佛學院的僧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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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興地來到國際佛學院。一般
來說，我們人類各有許多不同的需求，但是
最重要的應該算是心靈上的修行，因為其他
世俗的事物都是只為今生，這些事物對於我
們的來生毫無義利。然而，心靈上的修行不
只是為了今生，也是為了生生世世，而且也
不只是為了我們自身，更是為了所有一切眾
生，所以你們從世界各地來到尼泊爾學習成
為翻譯者，是值
得讚歎隨喜的
事。這裡的環境
非常優美：尼泊
爾不但有世界最
高的山脈，也有
（博達納）大佛
塔。這裡有許多
聖地和偉大的上
師，譬如蓮師，
薩迦烏堅寺

小沙彌恭送法王後捲收哈達

薩迦烏堅寺的信眾們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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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迎薩迦法王蒞臨

也有許多上師來

活動紀實

薩迦法王和雪謙冉江仁波切一同舉行金剛瑜
伽女法事儀軌

大寶金剛仁波切與敏卓林貝南仁波切一同舉行
法事儀軌

吉美欽哲仁波切與塔立祖古仁波切

薩迦法王對楚西仁波切的神聖法體致敬

法王在蘇瓦揚布的慕斯丹寺院給予灌頂
薩迦法王訪問三乘寺

2012 t 夏 第 12 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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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在國際佛學院給予文殊菩薩隨許灌頂

到這裡修行。無疑地，這是一處具足加持的

就。這是一處優美又神聖的地方，因此，既

福地。

然來到了尼泊爾，大家都應當把時間用在最

據說在其他地方經年累月修行的成就，
在這裡只要修行一星期就可以勝過前者的成

法王造訪旺達喇嘛的寺院

瓦倫寺藏人參與法會的實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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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立仁波切帶領僧眾在大佛塔的正門迎接
法王
法王在塔蘭寺給予長壽佛灌頂

接受薩迦法王灌頂，圍繞在大佛塔附近的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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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抵達塔蘭寺

阿桑嘎法王子向法王獻曼達

有目的和最有意義的方面：學習佛法、觀想

常重要，因為這是一切功德的基礎。如果只

禪修。大阿闍黎世親菩薩說過，學習和修行

有知識而沒有好好的持戒，並不會獲得任何

必須以圓滿的德行和持戒為基礎。這一點非

義利。要由智慧獲得義利，必須具足圓滿的

在塔蘭寺廣場前，僧眾領受灌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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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才能成辦聞思修。這個修習次第通於

經典。其次，講說、詮釋必須根據對法，這

所有佛教宗派，如上座部、大乘、及金剛乘

是無明的正對治，因為它解釋淨除無明的智

等。

慧。如果要修行咒乘，就必須根據密續。我
因此來到這裡，有最好的師長，也有一

切需要的設施。我的偉大上師堪千阿貝仁波

們如果能夠根據這些方法修行，就表示我們
所走的是正道，那麼將可以成辦自他二利。

切是一位大菩薩，他始終先想到其他人的需

現今我們看到有許多人對佛法感到興

求、安樂、和佛陀的教法。基於這些原因，

趣，我認為想辦法協助他們是非常重要的

他這一生都在教導和幫助他人。他創辦國際

事。因此我們需要把殊勝的教法翻譯成各種

佛學院主要是為了利益好樂修學佛法卻沒有

語言，當然翻譯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觀察

機會聽聞、學習、或接受教法的國際人士。

到有兩種譯者，有一類譯者非常強調每一個

於是成立了國際佛學院，投入鉅資興建呈現

字，非常精確的譯出每個字的意思。這種形

在諸位周遭的各種設施。大家來到這裡，受

式，儘管可能翻譯得很好，但是往往很難看

用這些設施，令我感到非常歡喜，希望大家

懂，尤其是對於剛入門的人……。對於譯者

努力修學。

而言，我認為真正重要的是譯者自己要了解

教法的種類繁多，就像世間發生許多

文章內容的真正意思。如果了解了真正的意

事情一般，修行與否完全在於個人，沒有人

思，就能夠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或許字義

能夠強迫你修行，但是你必須仔細思惟，思

上會有些出入，但是仍然可以傳達真正的意

惟修行有什麼好處、會有什麼改變？另一方

思。我認為這一點是比較重要的……。如果

面，不修行將有什麼後果？因此，修行將幫

總體的意義不了解，不管怎麼翻譯都可能是

助我們，並且帶給我們好處。然而，要想修

錯的、非常困惑或難以理解。

行就必須學習。

相反地，如果了解總體意義，表達上就

古代大師在他們的釋論中告訴我們，

容易多了。許多大學者曾經說過，在處理非

我們持戒必須遵循毘奈耶，它是欲念的正對

常困難的對境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儘量使它

治，並宣說種種不同層次的德行，以及在家

們變得容易了解。如果我們企圖展現得更有

眾與出家眾應守的不同戒律。所以，我們的

學術性，而弄得更難明白，這樣一來就毫無

行為必須符順於毘奈耶，修行則必須依據種

用處。重點就在於總體意義，無論是藏文、

種經典，它們是瞋恚的正對治，而瞋恚是最

英文、中文或任何語言的譯者，在下手逐字

難調伏、最嚴重的染汙。我們可以透過修行

翻譯之前，必須先了解總體意義。了解整個

調伏瞋恚，而修行則必須透過學習與分析。

的意義之後，才能駕輕就熟地進行翻譯。」

修行能夠消除種種染汙，而修行必須依據

文章來源：國際佛學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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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尊瑪仁波切
的第一堂藏語課


用一般黑白字體學習第二組的四個藏文字

法王為長孫女傑尊瑪仁波切上了第一堂

母。

五

月一日早晨，依照昆氏家族傳統，薩迦

藏語字母課。

現在傑尊瑪仁波切遵循家族傳統，先唸

上課儀式是在度母宮內的薩迦法王私人

誦文殊心咒，然後薩迦法王指著木板上面的

佛堂。開始上課前，薩迦法王面露笑容說：

第一組字母一一唸出，並且由傑尊瑪仁波切

「我自己這一生的這一刻記憶猶新。」

複誦。
O

薩迦法王小時候是由上師昂旺洛卓仁

參加儀式的是阿闍黎見揚賈措 ，他要負

清喇嘛在西藏的薩迦度母宮內的文殊菩薩像

責完成傑尊瑪仁波切的藏文字母教育。結行

前授與第一堂藏語字母課。首先接受文殊灌

的時候，包括尊貴的祿頂堪仁波切和度母宮

頂，接著學習前四個藏文字母，使用的教材

職事在內的家族成員，都獻上哈達給傑尊瑪

是以金汁寫成的卷軸，歷代昆氏法王子都以

和老師。每個人都祝願他們學習過程吉祥圓

它來學習藏文字母。接下來再由指定老師採

滿。

法王任命金剛阿闍黎見揚嘉措為傑尊瑪的親教師

傑尊瑪仁波切第一次從法王座前學習藏文字母

30. Jetsunma Kunga Trinley Palter Sa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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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供養傑尊瑪和親教師卡達

31. Acharya Chenyang Gyatso

活動紀實

德拉敦－薩迦寺
珍寶鬘百尊結集灌頂實況

四

月五日在德拉敦薩迦寺舉行第三部分的
M

珍寶鬘百尊結集灌頂 。三年前，由格
8

魯派圖登梭巴仁波切 向薩迦法王請法，法王
K

參加這次重要總集灌頂的還包括大寶金
剛仁波切、彭措宮的無作仁波切、無著仁波
切、和無畏仁波切，以及尊貴的噶桑夏忠仁
C

B

為他和包括尊貴的袞德林仁波切 在內的格魯

波切 、和塔立祖古仁波切 以及許多薩迦派

派高僧傳授這部灌頂。

高僧。

珍寶鬘百尊結集灌頂源自覺囊派，後來
由蒙古格魯派大師Toyö Lhatsin Sogpo集成，
而首先提出結集構想的是Chonjang Kunga
7

Trotchog，最後由耶喜敦珠賈稱 完成。這套
灌頂在格魯派已經非常罕見，而相同的灌頂
現存於薩迦派的「密續總集」，這次由格魯
派高僧向薩迦法王請法傳授灌頂。

梭巴仁波切在法王座前領受灌頂

昆頓林仁波切在法王座前領受灌頂

法王給予灌頂時的神情

32. Wangya Norbu Trengwa Initiations

35. Yeshe Thundrup Gyantsen

33. Lama Thubten Zopa Rinpoche

36. H.E. Kharsang Shabdrung

34. H.E. Kunde Ling Rinpoche

37. H.E. Tharig Tul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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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珍寶鬘結集灌頂與會僧眾合影

這次灌頂法會到五月二十九日結束，梭

於是全套的珍寶鬘百尊結集灌頂圓滿

巴仁波切以殊勝的長壽供養儀軌向薩迦法王

結束，在每一位有幸來到薩迦中心參加這場

獻供，其他高僧對於能接受到這稀有珍貴的

值得記憶的法會的信眾心中，留下無盡的智

灌頂都非常感激。梭巴仁波切更以盛大的禮

慧。

物供養薩迦法王，以表達他由衷感恩之意。

珍寶鬘結集灌頂實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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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巴仁波切供養法王長壽佛以示感謝

Lama Zopa Rinpoche receiving nectar from His Holiness

珍寶鬘結集灌頂圓滿時為法王舉行長壽法會

2008年法王給予珍寶鬘結集灌頂後全體僧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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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薩迦寺活動預告（6月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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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金剛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九月八日起，為期八天。

重要的節慶（6月

9月）

．佛陀成道涅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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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初轉法輪日：藏曆六月四日是釋迦牟尼佛於鹿野苑初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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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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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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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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巴金剛沙壇城成就除障大法會（國曆8月27日至9月6日）
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六日，薩迦法王於印度薩迦寺舉行年度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
為期十一天。普巴金剛原是紅教的護法，薩迦派成立新教派之時，欲將修持紅教法門的埋
藏，就在此時普巴金剛示現，告訴薩迦傳承持有者：請繼續修持，我定會護持您們。因
之，薩迦昆氏家族就延續普巴金剛的修持。
普巴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是薩迦寺每年度最重要的大型法會之一。在歷代薩迦法王寺
廟所舉行的成就大法會，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一九五九年法王從西藏出走到印度，因此許
多成就大法會因而中斷；但是即便當年，薩迦法王還是在印度舉行了此法會，所以這是唯
一不曾中斷的成就大法會。
普巴金剛是昆氏家族的特殊護法，大威力普巴金剛為一切諸佛菩薩事業之化身，及其
事業之總集。普巴金剛是消除世間和出世間的障礙，不可或缺的本尊之一，在個人財富，壽
命、事業、運氣等，皆可因修持普巴金剛去除一切違緣障礙，且普巴金剛如護法一般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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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佛子，何況是薩迦法王及二位法王子親自主持普巴金剛歲末除障大法會，相信加持力
之大，不可思議，無可限量。
去年普巴金剛法會的最後一天，當地湧進近萬人，從新德里、達蘭沙拉、比爾…各
地來的信眾，領受普巴金剛的加持。在這殊勝的法會，我們歡迎大家在此法會期間，供
燈、供僧，所有參與供養的居士大德們，我們將會在法會結束之後，寄呈普巴金剛成就
大法會的壇城沙和大家結緣。普巴金剛壇城沙可以放在自家房子的四週或角落，保護我
們的住家，以除去不好的磁場干擾；若有往生者，可以放在往生者的額間。經由壇城沙
的加持，往生者的神識從頂門梵穴而出，往生善道、甚至淨土，普巴金剛壇城沙有很大
的功德與不可思議加持力。

(三)薩迦法王生日長壽法會（國曆9月16日至9月18日）
殊勝的傳法上師是求解脫者的諸善根基，一切殊勝成就的根本，供養一師功德等於
供養一切佛。
如《桑布紮續》中說；「上師身上一毛孔，福德勝過供十方諸佛菩薩之功德。」以
是悅誠心供養上師一根汗毛所積功德勝過供養十方一切佛菩薩的功德，因為上師教養的
恩情遠遠勝過其他一切佛菩薩。
我們尊貴的41任薩迦法王，世人深信他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他的佛行事業慈恩遍滿
世界五大洲，在九月十六日生日開始，連續三天，我們能夠隨喜出資，恭請寺院僧尼修
長壽三尊的法會，以迴向薩迦法王健康長壽、長久住世、大轉法輪，以利無邊眾生。相
信這樣的供養，我們亦可聚積不可計數的福德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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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林邦 薩迦寺
卡林邦是位於印度東北的小鎮，有藏
民及非藏民合住著，此地有許多的佛教徒居

2014 年大殿落成，法王將在卡林邦薩迦寺大
殿舉行不共道果教學。

住於此，但尚未有薩迦的寺廟。在此地興建
薩迦寺廟，長期以來都是有迫切的需求。法

欲贊助印度卡林邦建廟經費，敬請匯款至以

王特指派大寶金剛仁波切主持卡林邦建寺一

下帳號：

事；於2006 年開始建寺計畫及資金的籌募，

受款銀行：State Bank of India Kalimpong

目前已完成僧眾寮房及教室的建設，2011 年

受款帳戶：Sakya Monastery Kalimpong

學僧們已搬進寮房與教室學習，目前正進行

受款帳號：3055-328-5787

大殿與護法殿、圖書館的建寺工程，計畫於

Swift Siliguri 335 or Darjeeling 336

贊助項目
寺院大殿
寺院主殿樑柱
護法殿
多瑪 ( 食子 ) 殿
法王寢室與禪房
會客室及餐廳
廚房及其他
學僧餐廳
廚房及儲藏室
公共浴室
公共浴室
公共廁所
圖書館

所需單位
9900 平方呎 X2 層
9 萬 / 根 X24 根

20' X 26'
26' X 38'
20'X 25'
6030 平方呎
1340 平方呎
5 間 (22'X 19'/ 間 )
8 間 (22'X 13'/ 間 )
1 間 (22'X 13'/ 間 )
3100 平方呎

每單位 ( 台幣 ) 總額 ( 萬元 )
1,000 元
1980 萬
90,000 元
216 萬
230,000 元
23 萬
230,000 元
23 萬
360,000 元
36 萬
700,000 元
70 萬
360,000 元
36 萬
600 元
362 萬
600 元
80 萬
250.000 元
125 萬
170,000 元
136 萬
70,000 元
7萬
600 元
186 萬

2012 t 夏 第 12 期．文殊

41

卡林邦薩迦寺籌建暨學生認養計畫
卡林邦薩迦寺目前有一百七十位學僧，

隨喜參贊一平呎或兩平呎不等…寺院主殿梁

老師及行政工作人員二十位，卡林邦位於印

柱，每根梁柱為九萬元等等，您易可隨喜贊

度東北方小鎮，由於地處偏僻，少有功德信

助一根梁柱或兩根梁柱等等。您的慈悲參

眾來此參訪，所以卡林邦寺急需十方大德

贊，是寺院能夠順利圓滿興建且正常運轉的

隨喜贊助寺院伙食費等，以及寺院其他開

主因。

銷，以維持寺院正常運轉。歡迎您隨喜贊助

台灣受款銀行

認養小喇嘛，若您要特別指定認養某一位小

銀行：兆豐銀行安和分行

喇嘛，寺方可提供小喇嘛的姓名及照片，寺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院監寺會每年定期向您報告小喇嘛的學習狀

帳號：019-09-01924-7

況，且提供小喇嘛親自寫信給您。

◎ ATM 轉帳代號為：017

關於卡林邦寺院興建，您可隨喜贊助

◎匯款時請註明匯款人姓名，且註明用途，

大殿等，如寺院大殿每平呎是一千元，您可

以便財務組開立收據。

學生認養計畫
一• 我願意認養贊助學生

1. 伙食費
新台幣600 元/月X______ 人X______(月) =計________ 元
2. 教育、住宿、雜支( 醫療、僧袍、日用品)
新台幣600 元/月X______ 人X______(月) =計________ 元
二• 我願意隨喜贊助
1. 年繳：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2. 季繳：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3. 月繳：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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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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辦局收款戳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人
款

拾
佰

帳號

姓 名 通

訊

處 電話

備註：

塔，以圓滿法王利生的佛行事業，也懇

名

經辦局收款戳

□ 無需寄收據

端視於您們的方便，希望能夠聚沙成

戶

電腦紀錄

□ 請寄收據

會員，每個月固定贊助會費金額不拘，

存款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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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們誠摯的邀請您成為我們中心的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出版各種刊物、唱誦CD、弘法DVD…等

(小寫)

二十五共修金剛瑜珈母，我們將不定期

50085443

綠度母四壇供，另每個月藏曆初十、

仟

每星期六上午十點半至十一點半共修

金 額
新台幣

平安違緣遠離，亦歡迎大家前來共修。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度母四壇供，迴向所有讀者健康

98-04-43-04

佛學會每天早晨七點半共修持綠

本

萬

仟

佰

拾

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收款帳號戶名

寄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本學會新任常駐上師為滇津秋佩
金剛阿闍梨，出生於 1970 年，十二歲
時在薩迦寺受沙彌戒，十六歲時通過普
巴金剛法會的考試，十九歲就完成了薩
迦寺所有法事儀軌的訓練，同年在究給
企謙仁波切座下受具足比丘戒。之後陸
續在達賴喇嘛、薩迦法王、究給企謙仁
波切、祿頂堪仟仁波切、堪仟阿貝仁波
切、大寶金剛仁波切等具德上師座前領
受道果、密續總集灌頂、成就法總集灌
頂等種種法教。
阿闍梨滇津秋佩亦先後圓滿了四
臂伏魔金剛手、普明大日如來、普巴金
剛、喜金剛、金剛瑜伽母等本尊的閉
關，也曾主持德拉敦薩迦寺的普巴金剛
成就大法會與喜金剛成就大法會。完成
了所有學習後，在薩迦寺擔任藏文老師
以及教導年輕僧侶法事儀軌。今年五月
受法王任命為文殊佛學會的常駐上師，
阿闍梨滇津秋佩學養兼具，歡迎大 家來
向他請益學習。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常駐上師介紹

下期預告

薩迦法王開示 五(
──

薩迦法王開示︱ 續密教學 二( )
達賴喇嘛尊者、大寶法王訪問德拉敦薩迦寺
薩迦班智達︽牟尼密意顯明論︾
薩迦法王生日長壽法會

請寄款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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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巴金剛沙壇城成就除障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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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薩迦寺2012普巴金剛除障成就大法會暨薩迦法王長壽法會
功德主資料表
姓

□ 贊助卡林邦薩迦寺建寺基金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電

□ 贊助年度普巴金剛成就除障法大法會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傳

真

□ 贊助薩迦法王68大壽長壽法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E-mail

□ 贊助文殊佛學會道場維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地

□ 贊助文殊季刊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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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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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後五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養功德金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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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7

(欲用ATM轉帳，請先確定提款卡是否有轉帳功能)

∼迴向名單∼
迴向現世者名單

迴向往生者名單

1.

11.

1.

11.

2.

12.

2.

12.

3.

13.

3.

13.

4.

14.

4.

14.

5.

15.

5.

15.

6.

16.

6.

16.

7.

17.

7.

17.

8.

18.

8.

18.

9.

19.

9.

19.

10.

20.

10.

20.

生活小百科

飲食祕訣 享瘦很Easy！
談到減肥，人人有一套奉行的減肥聖經，如：不
能吃飯麵及肉類、每天只吃午餐和亢餐二頓就會瘦、
只要什麼都不吃一定會成功…，但這都是許多減肥者
的錯誤觀念。
或許一味教你少吃，或盲目地不吃某種食物的減
肥法，真的能讓你在短時間內瘦下來，但是減肥過程
卻也會令你「痛不欲生」，例如蘋果減肥法、水煮雞
肉減肥法，吃到後來絕對會害你看到蘋果、雞肉就噁
心反胃，且等恢復正常飲食後，體重又會像吹氣球般
迅速膨脹起來，無疑是得不償失！
所以，能讓你瘦得健康又長久的減肥法，才稱得
上是效的減肥法，而祕訣就在於運用控制飲食的方
法，聰明地攝取足夠的「營養」、減少「熱量」的吸
收，達到既減肥又強身的功效。
現在，就讓我們從日常生活中落實這正確的飲食
觀念，貫徹以下 10 種實用的減肥飲食原則，你就會
發現，原來，減肥真的不必餓肚子呢！
1. 早餐吃得好，午餐吃得飽，晚餐吃得少。
據美國生理學家研究報告指出，人體的新陳代謝
率是上午優於下午，下午大於晚上，換言，晚上吃的
較容易「堆肥」，故不吃早餐並不會對減肥有助益，
而且早餐是一天的能量來源，是非吃不可的呢！
2. 以粗糙食物代替主食類，如糙米、全麥製品。
香甜的白米飯是中國人慣吃的主食，但白米在製
作過程中，會碾除富含纖維和維生素的糠和胚芽，所
以吃白米飯只能攝取到熱量，卻不到營養。
因此，你最好能改變飲食習慣，以糙米、全麥製
品等粗糙食物替代精製的白米，不僅能吃到更多營養
素，膳食纖維還可以預防便祕、大腸癌、心血管疾
病，對想減肥的人也是好處多多。
3.口味要盡量清淡，少加鹽、醬油或蕃茄醬等調味
料。
雖然生菜沙拉、水煮青菜的確是減肥者理想的食
物，但若淋在上面的是厚厚一層的沙拉醬、肉燥、醬
油，那減肥大計可就完全破功了，因為舉凡油、鹽、
糖、味精…等調味料，皆是高熱量啊！如果你是習慣
吃重口味的人，其實可以另外選擇富含蔥、薑、大
蒜、胡椒……等天然香辛料的食物，既能讓食物味道
更鮮明，也更有益健康。
4. 先喝一碗湯或一杯開水，然後從喜歡吃的食物開
始夾起。
吃飯時，你是否習慣將最愛吃的食物留到最後慢
慢品嚐？即使吃得很飽了，還是不忘來碗熱湯？其

實，這些錯誤的小習慣，就是讓你瘦不下來的原因！
飯後喝湯，容易使人吃得太撐，且會沖淡胃液、影響
消化；喜歡阣的食物留待最後，則會悄悄地增加你的
進食量，想要瘦身成功的人，最好開始改變進食的習
慣，飯前先喝一小碗清湯或一杯開水墊墊底，有喜歡
吃的食物就先夾別客氣，養成了這樣的飲食習慣，便
能在無形中達到減量飲食的效果。
5. 選擇較費事的食物，如吃帶骨的雞肉比雞丁好。
愈要費工夫去剔骨、揀刺的食物，就愈能拖延你
的進食時間、滿足人的咀嚼慾望、提早出現飽腹的感
覺。
6.食物至少咀嚼10~20次才吞嚥。
瘦身的聰明用餐法，應是儘量拉長用餐時間（一
餐至少花 20 分鐘以上），更重要的是要細嚼慢嚥，
每口都至少要咬 10~20 下，既可提早產生飽腹感，
也能減輕胃的負擔。
7. 吃到八分飽後絕不勉強再吃。
吃飯只吃八分飽，是許多長壽者的養生祕方，對
於時時不忘減肥的人，「八分飽」更是比計算卡路里
更方便有效的法則，因為如果過度限制熱量攝取，往
往會令人餓得半途而廢，但若選擇有營養的食物吃到
八分飽，則不僅不會讓人覺得餓，且還能自然地每天
至少減去約500kcal的熱量哦！
8. 吃過東西後，馬上刷牙或漱口。
吃飽後馬上刷牙，既可減少罹患口腔疾病的機
會，也能使口腔清爽而不易隨時想吃東西，你可以在
辦公室準備一套旅行用刷牙用品，隨時保持口腔健康
及清新、抑制想吃東西的念頭，如果不方便刷牙，起
碼也要漱一漱口哦！
9. 盡量避免吃零食，尤其是邊看電視邊吃零食。
零食的熱量極高，如果真有心減肥的話，還是少
把洋芋片、巧克力一包一包地往嘴裡塞吧！尤其是看
電視時，千萬別讓零食出現在伸手可及之處，否則一
部電視、一齣連續劇下來，不知不覺間吃進的熱量實
在驚人！
10. 感到肚子餓時，先吃點小東西會比強忍肌餓來得
好。
一感到肚子餓就馬上選擇性地吃點東西，如蕃
茄、脫脂牛奶或白煮蛋，免得餓極時大吃大喝。因為
一頓大餐比3~4頓小餐更易使人發胖，因為吃得多，
消化液分泌也多，食物消化、吸收後脂肪也容易屯
積，故避免過度饑餓後大吃一頓。
出處：春暉醫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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