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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圓滿日，僧眾們獻花念誦吉祥頌。

印度德拉敦薩迦寺
德

拉敦的薩迦寺是法王在印度的主要寺

餘人，來領受特殊的昆氏普巴金剛的加持；

院，於1964 年計畫籌建，主要的目的

目前薩迦寺有三百餘位的出家僧眾，在薩迦

是要保存藏傳佛教以及西藏文化保存與延

寺學習藏文及法事儀軌等等。

續，經過70 年代及80 年代篳路藍縷的艱辛，
於1995 年薩迦寺的正式落成，目前的薩迦寺
包括主殿、寮房、員工宿舍以及老喇嘛退休
宿舍、圖書館、瑪哈嘎拉殿；每年法王都在
這裡領眾修持金剛瑜珈母、大日如來、無我
母、勝樂金剛、喜金剛、普巴金剛等除障成
就大法會，尤其是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由
各地湧來如新德里、達拉薩蘭及比爾來的萬

1960年代，薩迦法王在慕蘇里和所有僧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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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班智達
《牟尼密意顯明論》
──薩迦法王開示(五)
2009年7月1 - 4日 開示於澳洲SIBA中心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四 攝 法
第五品是四攝法，是菩薩攝受有情
的四種方法，主要用來成熟他眾有情，
這包括：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第一是布施，但是與六波羅蜜多所
宣說的布施有所不同。六波羅蜜多的布
施，主要是出於自利，為了成熟自己；
四攝法的布施則是出於利他，以施予實
質財物來攝受有情，成就說法因緣。如
前所說，應斷除不淨布施，如毒品或酒
精。清淨布施將能攝受有情成為自己的
眷屬。
第二是愛語。為成熟他眾有情，行
者以能取悅的言語來攝受他們，不混雜
不淨之法，行者應予有情真實無偽、符
合邏輯法理的Ö導。
第三是利行。若施予實質財物和
以愉悅的方式開示Ö法，然而仍未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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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眾生趣入正道，這時行者應行種種善巧方

八、九和十地。此時，菩薩一心專注於所要

便。曾經有一個故事，魔王因感受到別人給

受生之淨土如阿彌陀佛淨土。縱使現在我們

他的願心，而自己生起了願菩提心，藉由善

只是處於起步點，清楚知道我們將要獲得的

巧，他們被引領至正道之上。

成果卻是相當重要。修道分世間和出世間的

第四是同事。行者如法精進修持，以身
作則，為跟隨他的弟子立下榜樣。
這四攝受法主要為成熟和利益他眾有

層次，我們仍在世間的層次，當到達出世間
層次，它是如何繼續達至圓滿證悟，知道這
些都是相當重要的。

情。

五道
[2009年7月4日．第四天教學]

(一) 資糧道 (Path of Accumulation)

首先，應經常生起正確的聞法動機，

(二) 加行道 (Path of Application)：資糧道和加

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要獲得圓滿證悟，為了

行道屬於世間次第，當我們仍在世間的

證悟而聽聞佛法。聞法後，不論我們獲得多

層次，此二道都能增長。

少知識，應努力把它融入日常生活中，使行
者趣入修道。應以此動機和如法的行為來聞

(三) 見道 (Path of Seeing)，是進入出世間的
首個次第。
(四) 修道 (Path of Meditation)，行者在見道所

法。
現在開示的《牟尼密意顯明論》是薩迦
班智達依據怙主彌勒的《大乘莊嚴經論》為

見所現證的再輾轉增上。見道如初月，
修道如上弦月。

綱領所著作。在偈頌開首提到種性和佛性，

(五) 無修道／無學道 (Final Ultimate Path

故此論以佛性為開首，繼而正行皈依和生起

/ Completing Path / No-more-learning

菩提心；接著，菩薩為成熟自相續而行六波

Path)，這其實是佛的果位，可比喻為滿

羅蜜多，為成熟他眾有情而修四攝法。以上

月。

這些都已開示，今天是將開示最後一部分。

資糧道有三個不同層次，分上、中、下
三品。小乘和大乘的資糧道在自身、觀修對

五 道 十 地

象和增上方式均有所不同。大乘以清淨律儀
為基礎，藉聞、思、修以增長智慧。當行者

根本偈頌云：「住於無過中，清淨諸

仍是凡夫，就會經驗這些不同的層次。「資

剎土」，這開示五道和菩薩十地。首句指菩

糧道」這名稱意味著積聚福德、智慧二資

薩修持所經歷的一至七地，第二句指餘下的

糧，故行者能於此道大增資糧。此道由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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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資糧道開始，在這次第，行者確切地生

晰和穩定的心為基礎，這就如無風之燭光。

起菩提心，但此時還未確定能否趣入「加行

以上開示世間層次的修道。

道」。在中品資糧道的第次，行者趣入加行

「見道」是透過禪定和俱生智慧兩者

道是肯定的。在上品資糧道，行者已準備就

雙運，此時初次直接現證四聖諦的本性，是

緒要進入「加行道」。

現證諸法實相的首個次第。由現證實相那刻

第二是加行道，又可稱為方便道，這

開始，一切所見到的將無有差別，因此，見

是由世間通往出世間的修道，共有四現證次

道如初月一般；從這次第開始，所展現的智

第：

慧跟佛的俱生智是沒有差異的，差別只在於
(一) 煖位 (Heat)

量。佛陀的證量如滿月，而見道的首個次第

(二) 頂位 (Peak)

或一地菩薩的證量則如初月，雖然如此，他

(三) 忍位 (Patience Acceptance)

們在實質境界是沒有差別的。在見道，那從

(四) 世第一法位 (The Most Excellent

未被察覺的法界真如自性初次開顯，換句話

Mundane Dharma)
第一次第稱為煖位，是因為在鑽木取火
的過程中，火是隨暖熱而來；同樣，在生起

一切現象皆是空性，依據菩薩十地而言，這
是第一地。

無念俱生智之前，會有暖熱的徵相。藉由聞

由見道開始，行者輾轉增上，將趣入

思修，特別是禪定，行者的內在智慧增長，

「修道」。在修道中，行者 將不斷增上並獲

止盡煩惱的生起。第二次第稱為頂位，善根

得種種更高的層次。其實，原文在這裡有詳

動搖未穩至超出動搖而位於頂端，因而得

細解釋小乘和大乘、聲聞緣覺和大乘菩薩在

「頂位」之名。第三是忍位，行者盡除對空

五道上的差別，在這裡很難一一詳述。小乘

性的佈畏，於禪定中安立於能忍甚深空性法

和大乘都有五道，在名稱上是差不多，但在

義。第四是世第一法位，因它是世間法中最

實際修持及如何增上則有所不同。

殊勝的禪定層次。

第五「無修道」，是圓滿成就之道，

行者 依著此四位漸次增上，這並非只靠

聲聞、緣覺及大乘菩薩各有不同層次的無修

清淨律儀，還得靠禪修，而禪修當然要以修

道。於大乘的成就次第而言，無修道已屬十

止/定為基礎，藉此才能修到其他世間層次，

地菩薩。Bhumi(地)泛指所達到的心靈精神層

最高的世間層次包括四色界、四無色界等，

次。在小乘也有類似的層次，但與大乘的不

如何達到這些境界是需要非常詳細的描述，

盡相同，其數目亦有不同。

不然非常容易混淆。禪修的實證體驗需以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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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加上方便波羅蜜(Perfection of Method)、
力波羅蜜(Perfection of Power)、願波羅蜜
(Perfection of Aspiration)和智波羅蜜(Perfection
of Primordial Wisdom)，合共十波羅蜜，它們
與十地相配。當中可分兩類功德，第一類是

絲毫過犯，即使夢中亦然。
(三) 發光地 (Luminous)： 智慧如火燃燒一切
所知物，發出無盡光芒。
(四) 焰慧地 (Radiant)：發光地的光變得更猛
烈熊大，慧焰熾盛。

由於遠離煩惱障所帶來之功德，從已消除煩

(五) 極難勝地(Difﬁcult to conquer)：大菩薩已

惱障這角度來說，登地菩薩獲得功德，並從

達不能被諸魔打敗的境界，極難制勝，

生、老、病、死這四苦中完全地解脫出來。

是此名由來。另一意思可解作難以學習

我們凡夫是隨業力和煩惱受生，雖然登地菩

或修持的境界。

薩同樣會受生，他們卻有著十足的自主，能
隨願而受生。
第二類功德是從所獲得的功德這角度

(六) 現前地 (Directly Manifested)：這屬六度
中的般若波羅蜜，智慧廣大增長。
(七) 遠行地 (Gone afar)：已除一切概念分別

來說，初地菩薩能在一剎那間獲得十二種百

和執著。

功德，這些在佛經中都有描述；一、入百種

以 上 七 地 稱 為 不 淨 地 ，縱 然 煩 惱 蓋 障

三摩地；二、面見百尊佛；三、通達佛的威

已盡除，但所知障仍在，因此仍存障礙之垢

神力；四、震動百剎土；五、能於剎那間往

染。餘下的三地稱為清淨地，因為連所知障

一百淨土；六、遍照一百剎土；七、剎那成

亦已減少。

熟百位有情眾生；八、能住世百劫；九、能

(八) 不動地 (Immovable) ：達八地的菩薩是

以神通穿梭過去未來百劫；十、 開啟一百法

肯定將證得圓滿正覺，是不退轉的。即

門；十一、示現百種化身；十二、每一化身

使在加行道亦不會退轉至輪迴的層次，

均有百位菩薩眷屬。這些殊勝功德在每一地

但不動地的菩薩已沒有任何妄念執取，

都依倍增長。

成功是肯定的，他們所獲的功德亦勝過
前七地。

十地
十地指十個層次，每個都有各自的名

(九) 善慧地 (Good Intelligence)：此地菩薩圓
滿通達諸法，如經中云：「得四無礙解

稱：

於十方演說一切法之位」。在正確的認

(一) 歡喜地 (Supremely Joyful)：菩薩因直見

知理解下，四無礙解有：一、法無礙，

諸法實相而生大歡喜。
(二) 離垢地 (Stainless)：菩薩清淨離垢，沒有

自在了知一切法句；二、義無礙，自在
通達一切義理；三、詞無礙，自在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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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言詞；四、辯無礙，隨其所宜，自

(five certainties)：一、地點確定，住於奧明

在辯說。例如，能完全了解孔雀羽毛具

淨土――佛的最高淨土。二、嚴飾確定，報

多種顏色的重要性，九地菩薩了知每種

身佛總以三十二相和八十隨好為嚴飾，Ö不

顏色存在的原因和緣起；同樣，即使結

以其他形相示現。三、法的確定，只宣說大

果有多複雜，菩薩亦能一一了知箇中因

乘教法，這與化身佛所宣說的教法不同，化

緣，無有錯亂。

身佛的開示屬另一層次。四、眷屬確定，報

(十) 法雲地 (Cloud of Dharma)：十地菩薩成

身佛的眷屬為十地菩薩，而化身佛的眷屬是

就智波羅蜜，所有障礙差不多已殆盡，

凡夫。五、時間確定，時無間斷處於不住生

未生障礙亦已斷除，俱生智更顯光芒。

有、不入涅槃的境界中。

如雨而下令農作物生長，故稱為法雲

換句話說，法身是意的部分，它並非

地；以雲比喻菩薩的智慧，下雨比喻菩

凡夫的意，而是清淨的意。法身的境界是沒

薩開演佛法，農作物生長則比喻眾生褔

有凡庸的心，這是因為佛在證得佛果時，一

德增長。

切幻象都已殆盡，可說是無心，卻顯現究竟

以上是菩薩的十地。

俱生智慧。報身是語的部分，跟我們有身語
意三部分一樣；法身是佛的意，報身是佛的

最終果位和三身
第十一地就是最終果位，是無學道。菩

的需要而自然顯現，其數目遍滿整個虛空，

薩在此地獲得佛的一切獨有功德，具足法、

時空無有阻隔，所有事 業之顯現皆為利益一

報、化三身。法身和報身是沒有分別的，無

切有情眾生。

始以來，究竟實相清淨無染，同樣，心性亦

其實，法身並非從外而獲得，它是我

如是，在這意義上，凡夫的心性跟佛的俱生

們無時無刻都具有的。當一切障礙盡除，它

智並無分別，但佛完全盡斷煩惱和所知障，

便自然顯露出來，並無任何是從新獲得的，

凡夫卻仍有這些障礙，這成為佛和凡夫之間

它是自然顯露的。報身佛的功德則是新獲得

的差別。佛已盡除煩惱障和所知障，並轉為

的，它是由凡夫的色身轉為具足三十二相和

兩種清淨：主體俱生智和客體法界究竟實

八十隨好的佛身；除此之外，凡夫的語因開

相，俱生智能通達實相，兩者完全相融，這

示佛法而轉為六十支梵天妙音，凡夫的意則

就是法身，是實相之體性，它離於任何形式

轉化為俱生智，當中包含大圓鏡智、妙觀察

的障礙，亦是五智中的法界體性智。

智、平等性智等。大圓鏡智如一面鏡子，不

第二是受用報身，特徵是有五種確定

8

語，化身是佛身的顯現。 化身是報身應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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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看到什麼事物，它的每一細節、因緣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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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全都如實反映在鏡子上；同樣，妙觀察智

仍然存在，佛的事業從未止息。

和平等性智都是這樣獲得。
佛的化身是應地方、時間和形相所需而

若把法、報、化三身結合，也可理解
為色身和法身。色身就是有形相之物，這包

作種種化現，一般來說有三類：

括報身和化身，法身則屬於精神層次，換句

(一) 受生化身(Birth Nirmanakaya)：能投生許

話說，法身屬勝義層面，而色身則屬世俗層

多不同的地方，如佛在投生人間之前，

面。

住於兜率天，在兜率天作其中一種化

對於佛在成佛後俱生智是否存在，對

身。依大乘佛法而言，佛陀在印度出生

此有著很多議論。有些學派認為佛的一切示

前早已成佛，他在印度化現為人，目的

現只是凡夫才看到，在實相中，佛已融入法

是為凡夫立下榜樣，一國的王子如何找

界這究竟實相裡，故沒有俱生智的存在。但

尋並獲得實相，在他還未出生以前，早

是，薩迦班智達則以世俗和勝義兩方面來解

已證得圓滿證覺，而在兜率天顯現的則

說，在勝義的層面，佛的境界超出存在和不

是另一化身。

存在的概念，所以並不能說俱生智存在與

(二) 殊勝化身 (Supreme Nirmanakaya)：釋

否，因它超出存在和不存在。在另一層面，

迦牟尼佛誕生於印度，證得圓滿證覺，

若從心的角度來理解，因佛已盡除種種幻

並示現大涅槃，由於連凡夫都可見到佛

象，其俱生智當然不存在，但從佛遍知的角

陀的三十二相及八十隨好，這是殊勝化

度來說，因佛示現種種不同的智慧，如大圓

身。

鏡智、平等性智和成所 作智等，那他當然具

(三) 事業化身 (Artisan Nirmanakaya)：為度某

有俱生智。輪迴屬世俗，涅槃屬勝義。佛住

些眾生，佛陀曾作特別的化現，如釋迦

於無住涅槃，由於具足智慧，佛不被輪迴所

牟尼佛為調伏名為蘇毗雅(Supriya)的樂

染，由於大悲心的緣故，佛亦不住於寂靜涅

神乾闥婆(Gandharvas)而化為樂師。應以

槃，這境界在輪迴和涅槃之上，從這角度來

何種身份得度者，佛即現何種身相為其

看，佛當然具有俱生智。

說法。

佛的功德
就是這樣，佛陀顯現出種種不同事業。

現在說佛的功德，佛的功德極為廣大

雖然在凡夫眼裡，佛陀時而顯現，時而消逝

無邊，其實，它是無法形容的，猶如鳥兒飛

並進入大涅槃，但實際上，佛陀的事業從無

翔在天空，終究復歸返，並非由於沒有更多

間斷，一切事業和教法未曾變改，只要輪迴

可飛的空間，而是由於氣力耗盡而返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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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凡夫試圖形容佛的種種功德，他們耗盡

「四無礙解」。如十地菩薩能認知各種

能力也未能把佛的功德一一說盡，佛的功德

現象，佛能明辨各種形相和心態的特性，他

是無窮盡的。

了知各類現象的每一細節，能毫無混淆的解

佛具足共與不共的功德。第一是「四無
量心」，換句話說，佛恆常「願一切眾生具

「六神通」。透過禪定，佛以「神足

足樂及樂因，願一切眾生遠離苦及苦因，願

通」到所化有情之處。具「他心通」能洞悉

一切眾生不離無苦安樂，願一切眾生常離貪

有情種種心意與煩惱。具「天耳通」能聽到

瞋住平等捨。」

任何地方的聲音，即使在宇宙的盡頭都能聽

再者，佛具足「八解脫」，這八解脫各

到。具「宿命通」能了知有情的過去世，具

有不同狀態。聲聞和緣覺乘都獲得一些禪定

「天眼通」能了知每一有情的死亡時侯、地

的功德，但他們的禪定境界都能退轉，因佛

點和情況，亦知其後世投生之處。為救渡有

已完全斷除煩惱和所知二障，他的禪定功德

情，佛具「漏盡通」能了知以何種方法使個

是不同的。

別有情斷除煩惱，獲得解脫。

然後是「正斷」，例如太陽威猛的抑制
天上星星的光芒；在陽光下，雖然星星仍在

「相好莊嚴」。具三十二相和八十隨
好，嚴飾佛的尊貴，見者無不心生歡喜。

天上，我們卻無法看到它們。同樣，佛作不

「四清淨」。佛已盡除一切煩惱和習

同的顯現來幫助一切有情，其他的奇蹟就變

氣，所以能受生自在。佛亦隨願自在而住，

得無足輕重，就像在陽光明媚下，月亮和星

隨願自在而行種種事業。因佛已斷除無明瀑

星都從天空消失。

流，巧具俱生智，完全離於一切現象界的障

「無煩惱定」。聲聞和緣覺乘在某程度

礙。

上能削減其煩惱，不過，他們一時只能對治

佛具足「十力」。佛以十種不同層次的

一種煩惱；反之，不論任何人對佛生起慾望

力戰勝一切應斷除的。有些人殺生祭祀或傷

或瞋恨等煩惱，佛都能透過禪定平息這種種

害自身以圖求得解脫，這些都是錯誤的修行

煩惱的變現。透過禪定收攝，聲聞乘的阿羅

之道，透過了知的力量，方能辨識行為適當

漢只 能了知一些事情，但佛是不用坐禪收攝

與否，因而從錯誤的道路歸回正道。

而能於任何時候毫無猶豫地通達一切事情。
雖然聲聞緣覺佛都通達一些事情，但在時間
和空間上仍有所限制，而佛則沒有限制且能
盡除一切疑惑。

10

釋世間一切現象，自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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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四無所畏」，這跟自他二利、
能說一切(障礙解脫之道)等有關。
「三不護」。由於佛的身、語、意已完
全清淨並住於正等正覺中，任何事業行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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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自在，不須加以防護。

定、三解脫門――空門、無願門和無相門。

「三念住」。

由於佛具足智慧，離能所二取，離二元對

「佛所行的任何事業，眾生都自然的心

立，佛證得空門。由於佛具足遠離貪著和遠

生歡喜」。

離五種取蘊的智慧，佛證得無願門。由於佛

「盡除所有習氣」。雖然聲聞緣覺佛已

具有離念離想的智慧，佛證得無相門。阿羅

調伏煩惱，但習氣仍未斷除，因此還未達遍

漢和聖者菩薩雖亦有證得此三門，但因未斷

知；反之，佛具足完全的遍知智慧，故並無

除習氣障而無法獲得更高的證悟，佛卻完全

習氣存在。

盡除一切障礙，故其三門特別殊勝。

「不忘」。聲聞緣覺佛仍有忘失利益有

「破四魔」。第一是「煩惱魔」，如

情的時候，但佛從未錯失任何時機，不論何

貪、瞋、嫉妒和慳Ö等。第二是「蘊魔」，

時何地何種要求，佛都為具緣有情示現。

這指能生煩惱的蘊，如我們這從煩惱和誤以

佛具足「大悲」。佛雖處於無念，但

為萬事萬物都恆常存在而生起的色身和心

由於具足遍知智，這如一面鏡子，在一切時

識。第三是「死魔」，這指由煩惱和業力所

中，或晝或夜，誰在受著苦痛，誰獲得了什

導致的死亡時刻。第四是「天子魔」，指藉

麼，誰在做什麼等，一切輪迴中所發生的

前三魔的存在而能阻礙佛道修行者的天人。

事，佛都自然了知；因此，如慈母愛護獨一

佛已滅除這四種魔，當佛完全證悟究竟實相

愛子，佛具有獨一無二的大悲心，每位母親

並獲得俱生智，這破除煩惱魔。因煩惱魔已

都愛自己的兒女，但獨生子的母親對她的孩

滅除，從煩惱而 受生是不可能的，因而破除

子就更加疼愛。佛就是有著這種大悲。

蘊魔。當已離於受生，故死亡是不可能的，

「十八不共法」。雖然阿羅漢和辟支佛
跟佛的一些功德有所類同，但這十八不共法

因而破除死魔。因前三魔已滅除，故天子魔
無法擾亂和障礙行者。

是佛所獨有的。這包括：身無過犯、語無喧

具壽命自在等「十種自在」。佛能隨其

嘩、心無不定、意無失念、無輪涅分別想、

所願而住世，不會突然出於意外地離世。這

無不知而判斷；另有六不共證之功德、三無

是由前時修學布施令眾生長壽而得。

礙智、身語意三 門的無礙智事業、一切種
智、六度圓滿。直至這裡，在彌勒菩薩《大
乘莊嚴經論》中都有記載。
薩迦班智達再加上以下佛的功德：圓滿
成辨自他二利、成辨三十七菩提分、九次第

「大乘不共禪定」。這跟聲聞緣覺不
同，且更為殊勝的禪定。
「總持門」。佛從不忘失任何聽聞之
事，他總持一切法門，能教授任何法門。
「圓滿斷除」。佛已斷除能障礙自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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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遍知智的煩惱障和所知障。
「俱生智圓滿」。這包含五智：「大

如向其頂禮，這亦能積聚廣大資糧。有個關

圓鏡智」能如鏡照物現見諸法，故佛能清楚

於供養一小撮穀粒給佛像的故事，有些掉落

見到諸法。「平等性智」盡除「我」與「我

在佛的缽裡去，有些則落在佛的頂髻上，由

所」。「妙觀察智」具一切力，是無畏之寶

於有一兩顆穀粒落在佛的缽內，這人在來世

藏。「成所作智」任運成就一切自他之事。

生為帝王，因此，學習佛的功德並對他生起

「大圓鏡智」是成辨其他三智之支柱，「大

真誠的信心相當重要。

圓鏡智」、「平等性智」和「妙觀察智」主
重自利，「成所作智」主重利他。

這次的開示將到此圓滿結束，《牟尼
密意顯明論》是一部非常長的論典，在這次

「語之殊勝功德」。佛的語稱為六十支

開示中，要把此論的細節逐一解說是不可能

梵音，非常悅耳，聲音遍一切時處，無論何

的，我嘗試把它的重要部分摘要出來。有說

種語言，都能聽懂。

薩迦班智達是依據怙主彌勒菩薩的開示而造

「轉變之殊勝功德」。轉一切不淨五
蘊、十二處和十八界為無礙清淨。

12

向佛祈請，即使能跟佛結上一微小緣分，例

此論，他把載有廣大菩薩行的經典和具深邃
智慧的經典如《般若經》兩者毫無矛盾地結

「財富之功德」。佛的殊勝蓋過所有聲

合。《般若經》直接道出空性智慧和一切現

聞緣覺佛、菩薩或世間神祇。世間神祇被佛

象之無自性；而宣說廣大菩薩行的經典，當

教的精神財富所蓋過，菩薩的殊勝蓋於阿羅

中描述菩薩如何成辦其 廣大事業、如何成

漢，而菩薩則被佛的殊勝所蓋，佛是獨特且

就五道十地、種種禪定狀態、能依所依概念

無可比擬。

等，則屬間接或隱藏性者。若把這兩者分開

「殊勝皈依」。佛是最殊勝的依止處，

來演說，就變成兩種不同的教授，薩迦班智

具無量功德，是最殊勝之解脫，是一切力之

達卻能把二者毫無矛盾地結合起來，把智慧

基，是盡所有之根本，且具足五神通。

和方便兩者結合。這是由於方便和智慧須並

這種種功德需要很多詳細的解說和研

肩而行，如經中云：「尚未圓滿諸善行，空

讀，行者可對此加以研習，這樣，將對 佛生

性深義難通達。」如同鳥兒飛翔於天空需要

起堅定不移的信心。因佛的法身遍佈虛空，

一雙翅膀，要獲得解脫，特別是要獲得證

而虛空遍一切處，其實，諸佛遍一切處，只

悟，就必須悲智雙運，只有當兩者完全結

要我們具備堅固有力的敬虔心和希求心，就

合，行者才可獲得證悟。就這樣，我們結束

會對諸佛遍一切處生起信心。因此，要時常

今天的開示，希望它能在你們的心靈修道上

憶念諸佛的種種殊勝功德，若能專心一念的

帶來一點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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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與無常
薩迦法王開示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我

佛性 。

如果想要安住，需要一套方法來解決

佛性意指從無始以來，我們的心一開始

造成這些困擾的問題。有許多系統、哲學和

都是清淨的，它本身並不會受到黑暗無明染

宗教都在嘗試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它們都有

汙，而是完全被遮蔽了，所以我們不能看清

一個基本的信念：每個人都想離苦得樂。然

它。但是藉由精神上的修道，我們就能夠見

而在我看來，佛法是達成這些目標最有效的

到它的本性。

們今天所處的世界，既複雜又動盪，

方法。

佛性就好像我們內在有一顆種子一樣，

我們的努力大部分都是在追求快樂，結

如果獲得成長，就能夠成就菩提。我們能證

果在科技領域的確有重大進展，因此也解決

得菩提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內在有這

了許多問題，為人類帶來許多利益。

一顆種子。如果我們沒有這顆種子，那麼就

雖然這些努力具有價值，但是物質方

根本不可能成就菩提。

面的進步，並不能帶給我們真正的平靜與快

這顆種子實際上從開始就存在於我們

樂。我們如果要尋找真正的平靜與快樂，內

體內。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遇到能夠

在精神方面的進步是絕對必要的。因此，我

令它成長的順緣。就一般種子的生長而言，

們需要學習佛法，遵循佛陀的教授，在我們

我們需要創造適當的條件，譬如將它種在肥

日常生活當中去實踐它。

沃的土壤中，有適量的水分、適當的溫度等

我的看法是，本質上，世界各主要宗教

等。同樣地，為了讓我們的佛性種子生長，

的基本是類似的，只不過在表達方式和運用

我們必須創造種種順緣，沒有順緣就不可能

的方法上各有不同罷了。因為我是一個佛教

生長。

徒，所以我將根據佛陀的教法來宣說：精神

雖然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但是只有人

生活如何帶給我們真正的平靜與快樂。佛法

類最可能展現它。因為人身提供了實踐佛法

的主要基礎是建立在一個事實：也就是一切

最好的基礎，佛法說獲得寶貴的暇滿人身是

有情，不只是人類，而是每一個眾生，都有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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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暇滿人身是非常難獲得的，但是

全部都將成為歷史。因此好好地利用這一生

同樣的道理，它也帶來了重大的利益，因為

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無常是一件很棒的

它可以成為證得菩提的車乘。因此當我們已

事，因為如果我們覺悟無常，自然就不會貪

經獲得這個寶貴的人身，而且有機會證得菩

著平常的事物，而會投入修道。如果我們已

提，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充分發揮它的潛能，

經在修持了，那麼思惟無常將會加速我們的

並且好好地運用它。所以首先要了解人身是

修行，如果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很高的層次，

多麼地寶貴，一旦我們充分地了解這一點之

那麼思惟無常更可以幫助我們證得實相。

後，我們就不會讓它空過。其次我們需要思
惟無常和念死。佛陀說因緣和合的一切事物

世尊說過思惟無常即是供養諸佛。能思
惟無常的人即是已經得到諸佛授記的人。

都是無常的，尤其是人身。我們不可能知道

我們凡夫有許多觀點，其中最好的觀

我們的壽命多長，唯一確定的是有一天我們

點是無常觀。藉由憶念無常，我們能夠從所

終將死亡，而且死亡隨時都可能到來。

有的痛苦中解脫。我們痛苦的主要來源是貪

縮短我們壽命的因緣有許多。就好像即
使有足夠燃燒好幾個小時的酥油，但是一陣

著，藉由憶念無常，我們可以斷除貪著，自
然就能從痛苦中跳脫出來。

微風在剎那間就能熄滅燈燭一樣，同樣地，

我們現世的壽命短促，所以應該好好地

即使我們現在既強壯又健康，但是意外的狀

利用它。如果只是生活在凡庸的狀態，那就

況就能夠突然地結束我們的生命。

跟畜生沒有兩樣。但是人類非常幸運地擁有

我們的壽命每一剎那都在減少，而且
沒有任何因緣能使它增加。

1

凡是不斷耗損

而不再補充的事物，終究會用完。幾世紀以

聰明和智慧，因此我 們必須盡一切所能最有
效地運用這個寶貴的暇滿人身。最好的方式
就是修道。

來，有過許多偉大的大師、偉大的歷史人物

如果我們要開始修道，就要從思惟暇滿

和偉大的歷史時刻，但是如今這一切全都不

人身難得下手，然後思惟無常和念死。這是

見了。我們仍然能夠閱讀到關於他們的事，

斷除貪著此生最好的方法。

也能夠記憶這些，但是這一切沒有一個至今
依舊存在。

雖然人身很重要，但是它卻是非常短
暫。很少人能活超過百年，就算活得再久，

同樣的情形，今天我們都過著正常的

也不過百年多一點。當死亡到來的時候，不

生活，但是死亡時刻一定到來，那時候我們

論我們擁有多少財富、權力，不論我們多麼

1《入行論》云：「此壽恆損減，亦無餘可添。」（法尊法師譯）

14

文殊．第 14 期

2013 • 春

開示文集

有才華，都幫不上忙，我們終將離開這個世

更沒有由於錯誤的因緣而生的事物，也沒有

界。一切事物都要留下來，不只是我們的親

因為因緣不具足而生的事物。

戚、朋友和財物，就連我們寶貴的身體也帶
不走。

舉例來說，每一種穀粒必定有它自己的
種子。稻種子不會長出小麥，要種小麥就需

從我們入胎的那一剎那起，我們這個

要小麥種子。除了要有種子以外，還要有正

寶貴的身體和意識就分不開了。一旦當我們

確的因緣，譬如肥沃的土壤、水分和適當的

死亡的時候，這個寶貴的身體即使再怎麼關

溫度等等。

心，也必須留在世間。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意

因此當所有的因緣和合時，結果一定

識會隨同身體一起死亡，就好像吹熄一根蠟

出現。同樣地，我們這一生的經歷絕不是憑

燭一樣。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的身體和

空出現的，也不會由於錯誤的或不具足的因

意識是分開的兩件事。

而出現。我們現有的一切經歷一定有它們自

我們的身體是一種從我們的父母繼承得

己的起因。這些因緣並非來自外力，而是我

來的生命形式，隨著時間而成長、發展，最

們自己造作的結果。我們一切順緣，譬如健

後終將消失。 身體是可見而實質的有機體，

康、長壽、富裕等等，這全都是我們自己善

我們能以感覺去體會到。

業所感。我們的違緣，譬如壽命短、疾病、

然而，意識卻完全不同。它不是一個實
體，所以當我們死亡的時候，它不能像我們

貧窮等等，都不是外力所生，也同樣全都是
我們自己的惡業所感得的。

的身體那樣處理。它會以另外的生命形式繼

因此佛陀的殊勝教法――業果――告訴

續下去，但是這一生的任何事物並不能跟著

我們，我們是自己實質存在的造 者。因此，

去。只有業――我們在這一生所造作的結果

如果我們真正想要離苦得樂，那麼我們一定

――會跟隨它，並且業會決定我們下一生的

要造作快樂的因。沒有造因，我們不可能期

生命形式。

待得到結果。

經云：「國王死時，財富親友，縱數不

舉例來說，為了治病，我們必須先避免

盡，無一隨往。然其意識，須自獨赴，未 知

它惡化，然後必須使用正確的治療方法。同

他世。」

樣地，為了要除去痛苦，我們一定要除去痛

我們的情形也一樣，當我們臨命終時，
只有業相隨，那是我們這一生造作的結果。

苦的因；為了要得到快樂，我們一定要造作
快樂的因。那麼這些因是什麼呢？

業之相隨，如影隨形。因此，我們的這一

根據佛法，輪迴的主因在於不知道心的

生，絕非憑空而來。沒有無中生有的事物，

本質。因此，所有痛苦的根源是無明。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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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就是不了解心的本質。相反地，沒有

所以我們才能夠記得小時候的事情。雖然心

一個合乎邏輯的理由，我們卻執著於一個有

的續流是一樣的，但是實際的心是無時無刻

我的概念。

地在改變。一直在不斷地改變的事物也不會

佛法說無我。如果有我，那將是我們
的名字、身體，或心。但是我們的名字是空

乎邏輯的理由來證明自我的存在。

的，確切地來說它只是我們的父母給我們的

可是我們從無始以來，一直有非常強烈

一個標籤。任何名字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給任

的傾向，認為身體和心一起形成自我，而執

何人。

著於自我正是我們一切過失的來源。因為有

至於我們的身體，如果我們試著從頭

自我的同時，在它的相對立面就必然存在其

找到腳趾，我們找不到任何可以稱為我的東

他人。當我們有了自他觀念時，就會愛著自

西。就連我們平常使用的語言，也並不把身

己而憎恨他人。於是生起三毒：無明 （痴）、

體視為是我們自己，而在「我」和「身體」

欲望（貪）和憎恨（瞋）。

之間建立一個連結。我們說「我的手」，就

有了這三個染汙之後，心裡面就生起

像我們說「我的房子」、或「我的財產」。

其他所有的雜染。結果導致我們造作不善業

因此，舉例來說，當我們說「我的房子」

――身業、語業和意業。當我們造作不善業

時，很顯然的是房子並不是我，它只不過

時，就好像在肥沃的土壤裡種植了壞種子，

是屬於我們的罷了。同樣的情形，當我們說

因為這些不清淨的因，所以收穫的果也會是

「我的身體」時，這個身體是屬於我們的，

很糟糕的。同樣地，這些不善業也將使我們

但是身體不是我。

墮落。

說到心，當我們把心分為過去、現在和

從這些染汙生起的身語意三業叫作不善

未來時，這個過去的心已經不見了，而且未

行，這些都是造成我們所有的煩惱和痛苦的

來的心還沒有出現。因此這兩者都不可能是

原因。

我。而實際上現在的心，它是剎那剎那地改

主要的痛苦並不是來自於外在的怨敵。

變，這種不斷地改變的東西不可 能是我。我

外在怨敵造成的煩惱不會超過我們自己的染

們的心，我們的意識，是同一個相續，但是

汙所生起的煩惱。因此我們最壞的怨敵不在

它一直在改變。

外面，我們最壞的怨敵實際上是在我們自己

舉例來說，以前嬰兒時期的我們和現在

16

是自我。因此事實上並沒有自我，找不到合

的內心裡面。

成年的我們，這兩種心是完全不同的。但是

有瞋恚心的人不可能感受到平靜或快

它們卻是相同的心相續，它並沒有中斷過，

樂。而且不僅如此，這種瞋恚心會影響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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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她周圍的每個人和每件事物。我們今天遭

小孩子，然後進入青少年時期，然後長大成

遇到的所有的紛亂和所有的災難――人為的

人，我們的一生都受到了慈心和悲心的照

災難，都來自於人類的瞋恚心。瞋恚是每一

顧。

個人最壞的怨敵。它能摧壞自己的平靜，也
能摧壞其他人的平靜。

即使我們很健康，沒有遭遇任何的大
問題，不論我們是什麼身分地位，偉大或渺

談論煩惱是所有痛苦的根源，而且都是

小，我們都渴望慈心和悲心。尤其是當我們

非善的，這很容易。但是要能夠真正了解，

遭遇痛苦的時候，當我們在痛苦的時候，或

並且修正它們，就得另當別論了。因為無始

者像我們必須面對年老的問題時，這時候都

以來，我們的心就染著了這些煩惱。「無始

必須依賴其他人的慈心和悲心。我們的一生

以來」這個概念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當中，從開始到結束，我們就是靠著其他人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雖然我們現在的身

的慈心和悲心活下來的。如果成年之後，不

體是來自於我們的父母，但是我們的意識並

知道要報答這些情感，那是大錯特錯的事。

不是來自他們。這不是說我們的意識是無因

我們如果不能帶給他人快樂，我們自己也不

生，或者是由於錯誤的因而生，事實上，意

會得到快樂。所以，我們一定要盡力培養我

識有它自己的相續性。所以在我們獲得現在

們的慈心和悲心。

這一生之前，我們現在的意識早已有其一貫

我們現在經歷的所有善果，都是我們在

的連續性。以這樣模式思惟，我們可以明白

過去生所造作的善業成熟的產品 。同樣地，

現在這一生之前已經有過一生。而在前一生

我們現在所造作的善業，也將帶給我們來生

之前，也有另外一生，所以無從知道這種連

的快樂。因此，既然我們希望得到快樂，最

續性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重要的是我們要種快樂的因。沒有種因，我

人的意識沒有開始的時間，生命的本

們不可能得到期待的果。

質也沒有開始，它從無始以來就是同一個的

遠離貪瞋痴等煩惱，而以慈心悲心造

相續性。因此一 切有情都同樣地希求離苦得

作的善業，叫作善行。這些善行是所有快樂

樂。只求自己離苦得樂是錯誤的，我們應該

和功德的根源。我們一定要盡力造作這些善

想到我們周圍的一切眾生。

行。包括我們最親近的朋友在內，沒有任何

我們一生當中，都受到慈心和悲心的

的外力能授予我們真正的快樂。快樂一定是

照顧。如果我們出生之後沒有得到母親慈悲

來自我們自己的善業。如果我們真的渴望快

照顧，我們不可能活下來。由於母親的慈心

樂，我們必須造作快樂的因。這樣，我們一

和悲心，我們才得以存活。我們從嬰兒變成

定要遵循業果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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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佛法告訴我們輪迴全都是

樣。他最後將對他的新環境感到厭煩，然後

痛苦。佛法宣說有三種苦。第一種苦叫作苦

覺得需要有所改變。因此，我們通常認為快

苦，這是指我們凡夫可以感知的痛苦，譬如

樂的，事實上是苦。這叫作行苦。

身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焦慮。
第二種苦叫作壞苦。我們前面提到過，

苦），意指即使平常我們不苦不樂的感覺，

因緣和合所生的一切事物都是無常，而無常

在實相上也是苦。我們無論怎麼努力，都無

的一切事物都是苦。事實就是有權勢的人很

法找到滿足。無論我們去哪裡、無論我們與

容易從高位掉下來，富有的人很容易失去他

誰交往，都不能得到滿足。我們總會有所抱

所有的，著名的人會變成默默無聞，健康的

怨。這表示生活的自性是苦。就好像不論是

人會生病。

小火或大火，火的自性是熱，生活的自性，

我們通常渴望的事物，譬如資財受用
和名位等，都不值得貪著。我們遲早一定會

或者輪迴，不論是輕微的苦，或者是嚴重的
苦，都是苦。

失去它們，到時候，這將引起我們很大的痛

摻了毒藥的食物，不論是否可口，都是

苦。行苦意指我們通常認為快樂的事，在實

有害的。同樣地，整個輪迴都是苦，不論是

相上來說是痛苦。我們那種快樂的感覺其實

在善趣或惡趣。恆常憶念業果道理和輪迴是

只不過是一種相對的比較：譬如說我們從生

苦，我們應該捨棄對於輪迴的執著。但是首

病中恢復健康，我們覺得非常快樂。但是健

要我們要捨棄對於今生的執著 。如果我們能

康並非真正快樂，因為它是暫時的。我們隨

夠做到不貪著今生，我們就可以捨棄對於整

時都可能再生病。任何無常的事物都是苦。

個輪迴的執著。

我們覺得的快樂，那只是在外表上感覺快

我們要做的第三件事情是生起慈心和悲
心，趣入大乘道。我們在前面提到過我們多

樂。

18

第三種苦叫作「諸法緣起自性苦」 （行

如果我們認為帶給我們快樂的某一事物

麼渴望慈心和悲心。我們要記得一切有情都

是真正快樂的因，那麼如果這一事物越多的

有著相同的需求。而且，如果我們觀察從無

時候，我們應該越快樂 。但是現實生活並非

始以來到現在的生命相續，我們可以明白我

如此。我們舉一個非常窮的人為例，如果給

們一直陷在輪迴當中，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出

他一個豪華的房子住，剛開始的時候，他的

生過無數次，因此，每一個有情都曾經做過

確非常快樂，享受新的財富和舒適。如果這

我們最親愛的父母和朋友。

些新的條件是真正快樂的因，那麼這個人應

只顧慮到自己是錯誤的。舉例來說，如

該變得一天比一天快樂。但是結果並不是這

果我們親愛的家人正面臨著困境，而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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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自己是在安逸舒適的狀態時，我們不會覺

就可以捨棄我執。我們一切的修行完全是為

得快樂，此刻我們寧願陪伴他或她，分擔痛

了利益一切有情。修行是屬於方便法門。

苦。同樣地，如果想到每一個有情在過去生

只有方便法門是不圓滿的，它只能斷除

曾經是我們最親愛的父母或親戚，我們應該

我們的過患。方便必須和智慧結合。沒有智

與他們有同樣的感受。

慧不可能成就。因此，接下來我們必須了解

因此，我們不應該只顧我們自己的利

什麼是智慧。

益，而忽視其他一切有情的利益，他們實際

智慧有兩個道。第一個是它的基礎，

上是我們非常親愛的父母。往昔他們成為我

修定。修定是以禪修技術使我們的心達到一

們的父母的時候，他們都為我們付出所有的

種穩定的程度。我們現在的心都隨著思潮而

慈心和悲心，就如同我們這一生的父母一

轉，這種忙碌的心不能成為智慧的基礎。因

樣。因此，除了利己之外，我們也必須利益

此，我們一定要修定，使我們的心緣於一

所有其他的有情。此外，如果我們只想到我

境。等到我們能夠掌控我們的心，我們就能

們自己，那麼我們就只想到一個人，但是如

成就修所成慧。智慧能洞悉真如。

果我們想到其他人，我們所緣的是無數的眾

什麼是真如？各個宗派有不同的想法。

生。而在這一和多數之間，明顯多數遠比一

根據最甚深的大乘佛教哲學，也就是中觀，

個來得更重要。我們一定要盡力發起慈心。

真如遠離一切言說。如果你分別任何事，或

慈心的意思是指願一切有情具樂及樂

者如果你執著於任何事，那麼你就得不 到正

因。慈心是對所有一切有情，無一遺漏，甚

確的知見。正確的知見遠離一切言說。藉由

至包括我們最壞的怨敵，慈心是菩提心的基

禪定和智慧，我們就能夠捨棄執著這一生是

礎。一旦我們生起慈心，我們就能開始生起

真實的。為了能夠在路上旅行，我們需要眼

悲心。

睛，也需要腳。如果我們沒有眼睛，我們看

悲心的意思是針對在正在受苦的眾生，

不見。如果我們沒有腳，我們不能走。但是

願這些有情離苦及苦因。慈心和悲心 不應該

同時具足眼睛和腳，我們就能夠在路上旅

只是文字上竹旳了解。相反的，藉由思惟和

行。同樣地，智慧就像我們的眼睛一樣，它

靜慮，我們將可深沉地體會我們的心專注在

讓我們見到真相，而禪定就像我們的腳，有

慈悲的自性中。一旦我們有了這種成就，菩

如為我們服務的車輛。因此，具足了禪定和

提心就自然而然生起。

智慧，我們就能夠成佛。

菩提心的意思是指為利一切有情願成
佛。藉由修習慈心、悲心、和菩提心，這樣

祈願所有一切眾生都能圓成世出世間之
希願！

2013 • 春 第 14 期．文殊

19

察千洛桑賈措

1

(1502-1566)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察

2

3

4

千金剛持 是尊貴大成就者畢哇巴 的化身，是朵鈴巴祖師 的主要弟子，也是口訣教授
5

的主要傳承。察千祖師於水狗年（西元1502年）出生於董氏家族，由根敦嘉措 授戒。
6

有一次住在札什倫布寺 修習時，僧眾宣稱：「察巴法王沒學問！」
因此，有一天他來到辯經場，與現場的每一個人辯論，並且辯勝了所有的人。於是祖師
說：「我就是那個整天無所事事、睡覺過日子的洛桑賈措，我知道的就這些，儘管來和我辯
論！」
辯經場的沒有一個人有信心辯論，於是對他心伏口伏。
又有一天，當察千在一口井邊的時候，井口上方傳來一位婦人的聲音說：「尊貴的朵鈴巴
召喚你，這是他給你的禮物。」
婦人把一本書放在他的手裡，然後就消失了。他打開書一看，那是一本《空行母法要》
7

。

1. Tsarchen Losal Gyatso (1502-66)，藏名ཚར་ཆེན་བློ་གསལ་རྒྱ་མཚོ།。

2. Dorjé Chang，藏文རྡོ་རྗེ་འཆང་།，即梵文之वज्रधार (Vajradhāra)。
3. Virūpa，藏名作བི་རུ་པ།或བི་ལྦ་པ།，本文中譯採後者之拼寫形式音譯。請參閱文殊雜誌2010年冬第7期〈畢哇
巴祖師傳〉。

4. Lord Doringpa，藏名རྡོ་རིང་པ་ཀུན་སྤངས་ཆེན་པོ།，又名ཀུན་བཟང་ཆོས་ཀྱི་ཉི་མ།，1449-1524。

5. Gendum Gyatso，藏名དགེ་འདུན་རྒྱ་མཆོ། ，1475-1542，後人追認為第二世達賴喇嘛。

6. Tashi Lhunpo，即བཀྲ་ཤིས་ལྷུན་པོ།，屬格魯派寺院，為第一世達賴喇嘛於1447年所創建。

7. Dharma cycle of Khecarī，指薩迦派空行母的各種修行，主要修行為那洛空行母（ནཱ་རོ་མཁའ་སྦྱོད་མ།），還有
帝釋空行母（ཨིནྟྲ་མཁའ་སྤྱོད་མ།）和彌勒空行母（མཻ་ཏྲི་མཁའ་སྤྱོད་མ།），三者合為〈十三金法〉當中的三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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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往晉見朵鈴巴，同時把書還給朵鈴巴，並且把獲得這本書的經過告訴朵鈴巴。
8

朵鈴巴說：「前幾天這一位空行母去邀請你，而這本書是她的法輪 。現在，你暫時先放
回書架。」
察千遵照指示到藏書室，在那許多成堆的書當中，有一本書被拿走之後留下來的空隙，當
他把書放進去的時候，正好完全密合。他非常驚訝，而生起非比尋常的信心。
從那時候起，察千一直都在尊貴的朵鈴巴座下，以結跏趺坐的姿勢修習。在經驗指導方
9

0

q

面，他聽受了三次《道果弟子釋》 和二次《道果會眾釋》 的《道果寶訓》 。這些法教當中
的字句涵意，他徹底了解。除了那些教法之外，他也領受了許多秘密教授，譬如《十三金法》
w

和大、小護法。總之，他完全領受了祖師持有的所有甚深教法，就連次要的修持，都鉅細靡

遺地徹底研習，而成為所有口傳教授的祖師。
e

關於《道果寶訓》的《道果弟子釋》傳承闡釋，察千造了寶貴的釋論――《日光續》 和
r

t

《珠鬘》 ，這是《灌頂流》 的補註。
尊貴的朵鈴巴在圓寂前，完全傳授了所有剩餘的教法。他有時候是在他自己的小茶室傳
授甚深的口訣教授。有時候他則到像草地的地方，或者繞行舍利塔，說：「來當我的隨從。」
他會在沒有其他人的地方停下來，然後個別傳授察千祖師獨一的口訣教授。朵鈴巴也給他八思
y

u

巴祖師 的莊嚴聖物，達欽仁波切 的甘露丸和製作甘露丸的手冊、以及製作甘露丸的口頭指
示。他也把自己的鈴給察千祖師，並且說：「法王，搖鈴，授予灌頂！」以此任命他為這個教
派的法王。

8. Dharma cycle

9. Explication for Disciple，藏文ལམ་འབྲས་སློབ་བཤད།。《藏漢大辭典》(p.2767)釋義作《道果教學釋》。

10. Explication for the Assembly，藏文ལམ་འབྲས་ཆོགས་བཤད།。《藏漢大辭典》(p.2767)釋義作《道果會眾釋》。

11. Precious Teaching

12. The Golden Dharmas。

13. Sunbeams Explication，藏文ཉི་མའི་འོད་ཟེར།

14. Rosary of Jewels，藏文ནོར་བུའི་ཕྲེང་བ།。察千造喜金剛灌頂說明。
15. Stream of Initiation，藏文དབང་ཆུ།。Lopön Sönam Tsemo造。
16. Phakpa Rinpoché

17. Dakchen Rinpo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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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察千祖師也從果倫巴祖師 領受許多甚深教法，譬如道果。
o

p

在他精勤禪修方面，每天沒有中斷地背誦喜金剛長咒 、金剛瑜珈母的心咒 、大威德金
a

s

剛 、法教 各一千遍。他年輕的時候，曾經看見整個地上四面八方都是佛像，使得兩腳無處
站立。此外，他也重複地看見許多詳和和憤怒的特定天神的面貌，譬如威猛的空行母、飛行國
d

f

g

的大師、喜金剛 和尊貴的大威德金剛 。他有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命令量如大海的誓約護
h

j

法，譬如寶帳護法 和四面護法 ，好像他們是侍者一般。
k

察千在衛藏地區 的很多寺院傳授許多次道果教授，使得道果教授在《道果弟子釋》的傳
承中，像太陽般的燦爛。
享壽六十五歲，在火虎年(1566)七月十五日圓寂，成為空行剎土之空行母眾中尊。
An excerpt from Taking the Result as the Path, by Cyrus Stearns
Reproduc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Cyrus Stearns

18. Lord Gorumpa
19. aṣṭa

20. oṃ gsum ma
21. yamarāja
22. śāsana

23. Oḍḍiyāna，梵文ओड्डियान，藏文，音譯鄔金、歐提耶奈，義譯飛行，為古印度因陀羅菩提王國名。
24. Hevajra
25. Vajrabhairava

26. Pañjaranātha，藏名གུར་གྱི་མགོན་པོ།，又作མགོན་པོ་གུར།。

27. Caturmukha，藏名མགོན་པོ་ཞལ་བཞི་པ།。

28. 衛藏是前藏（衛）和後藏（藏）兩個地區的合稱，藏文དབུས་གཙང་།，英文作Ü and Tsang或Ü-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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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千洛桑賈措的一首詩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在這齣夢幻般的戲劇裡，
有與靜的清晰影像，
都只是心的投射──沒有別的。
心的自性遠超過所了解的，
也遠超過所作的了解。
龜毛掩蔽空花。
回聲呼喚水月。
兔角殺了石女之子。
我以無意義的困惑矇騙了自己。
不能凝視的心──而我現在凝視著。
不能見到的實相──我見到了。
不可言說的意境該如何表達？
讚歎啊！
現在修行結束了。
讚歎！

摘錄自：〈道路之歌：察千洛桑賈措的旅行詩篇〉
by Cyrus Stearns, Wisdom Publications. (預訂2013/01/15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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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頂堪仟仁波切八十三歲大壽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老祿頂堪千仁波切和大寶金剛仁波切在大殿上為堪千仁波切祝壽

2012

年10月29日為尊貴的祿頂堪

哦寺整個法脈的宏傳根延續，他也不辭辛勞

千仁波切83歲大壽，在曼都

到世界各地弘法，足跡遍及歐美東南亞澳洲

瓦拉的哦寺由大寶金剛仁波切、康薩曉宗仁
波切、祿頂曉宗仁波切及僧眾等聚集修法慶
祝迴向祿頂堪謙仁波切，萬壽無疆。

除了弘傳佛法之外，也給予超過萬名的
僧眾具足比丘戒。

過去數十年，祿頂堪千仁波切奉獻他

我們在此至誠懇切的祈禱迴向祿頂堪仟

所有的生命在佛法的廣傳上，祿頂堪千仁波

仁波切法體康泰、長壽住世，大轉法輪，高

切在薩迦傳承上是最令人景仰的薩迦大師之

舉薩迦法旗。

一；這半個世紀來，祿頂勘千仁波切肩負起

24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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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度母除障大法會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度母除障大法會的人型塑像

種鳥類之像。第三層放許多家畜如馬，牛，
羊，綿羊，野獸如羚羊，鹿等和水裏動物如
魚，蝌蚪，青蛙，蛇等等之塑像。最低之第
四層放八盞燈，各種穀類和食物，寶石，
薩迦寺做度母除障大法會壇城

11

草藥，五色布片等。宮殿內插著幾個以五色

月8日到12日，在薩迦寺由薩迦法王主

線交織在十字架的幻網，名｀南卡´或｀虛

持為期五天的度母除障大法會，以此

空´。其他的包括各種紙牌，上面繪有箭

法會功德能消除疾病、平息衝突與災難，並

矢，紡錐，男臉，女臉和房屋。在法會將結

創造好的緣起，令世間一切的眾生都能夠安

束時，表宮殿的壇城會被放在室外，宮殿化

住在和樂之中。

空以表障礙盡除。

法會開始，矗立在大殿門口的壇城，它

在這五天的法會，薩迦法王、大寶金剛

代表宇宙世間的“垛＂ （宮殿）。它分為四個

仁波切及智慧金剛仁波切帶領薩迦寺的所有

四方形的階層在一個地基上。最高那層是個

僧眾一起修法，祈請上師們長壽，佛行事業

四方宮殿，內有一騎著馬的人型塑像。宮殿

一切順利。並迴向世界和平，具德上師健康

內的塑像有尊者達賴喇嘛、薩迦法王，以及

長壽，及其佛行事業皆能順利圓成，一切有

度母宮成員的塑像。第二層放八種食物和各

緣信眾障礙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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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普賢祈願法會紀行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林楷翔

普賢祈願大法會，薩迦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智慧金剛仁波切共同主持大殿實況。

26

赤

腳走在鋪滿紅磚的土地上，那種冰涼

傳。教主釋迦牟尼佛選擇以人的形式降生在

的感覺從腳底傳了上來，這裡是尼泊

這個有情世間，親自經歷了生、老、病、死

爾的藍毗尼園，兩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佛

以及所有在輪迴之中必須面臨的痛苦，向眾

出生的地方。其實有點難以想像，眼前這看

生開示了離苦得樂的方法。

似平凡的花園，曾經是一位聖者誕生的處

今 年 的 普 賢 祈 願 法 會 ， 於 11 月 2 2 日 開

所，佛陀誕生時所踩踏的塵土因為時間的流

始為期十天，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僧眾及在家

逝而不復存在，但是佛陀所給予的法教在這

居士聚集一堂誦經祈福。因為地勢的關係，

兩千五百年間卻是完整地被保存，且不斷流

藍毗尼的清晨比台灣要冷的多，當太陽才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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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金剛仁波切向薩迦法王獻供曼達。

智慧金剛仁波切向薩迦法王獻供佛像。

薩迦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智慧金剛仁波切領眾修唸普賢行願品

微探出頭，澄黃的光線穿過樹葉間的縫隙灑

時，有寺院裡的小沙彌提著一大桶的麵餅出

落地面，來自各地寺院的僧眾們早已各就各

來，一一分給大家，拿著一塊麵餅及一杯酥

位，我們也趕緊有樣學樣，裹著毯子、帶著

油茶，念誦供養文，這便是每天的早餐。出

經文走上大殿進行今天的第一座法－綠度母

家人的生活方式真的很簡單，連早餐都直接

四壇供。這是我第一次體驗那麼多的人同時

包括在修法過程中了，不需要 再另外浪費時

修法，場面非常莊嚴，與會人數雖然眾多，

間，這種生活模式真是令人嚮往！接近九點

但是在維那的帶領之下，大家念誦的節奏相

的時候，法王、法王子及仁波切們會登上法

當整齊。值得一提的是，當修法到一個段落

座，首先念誦《隨念三寶經》與薩迦班智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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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三四點，廚師們作麵餅實況。

法會壇城上莊嚴的朵瑪。

文殊佛學會為所有信眾祈福除障、掛風馬旗。

藏人們虔敬的捧著卡達恭迎法王。

藍毘尼園境內掛滿風馬旗，僧眾們齊聚一堂，準備念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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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及大寶金剛仁波切領眾修唸普賢行願品

薩迦法王、智慧金剛仁波切領眾修唸普賢行願品

薩迦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智慧金剛仁波切進入藍毗尼園聖地

文殊佛學會法音法師代表台灣佛友向薩迦法王獻供。

所造之《釋迦王祈請文》，讚頌眾生之師、

心、寺院的代表向法王獻供曼達，修法結束

菩薩之父、聖者有情之王－釋迦牟尼佛的無

後大眾念誦長壽祈請文祈請具德諸上師長壽

量無邊功德，接著是《薩迦祖師祈請文》與

住世、法輪常轉。之後便反覆唸誦《普賢行

《究給企謙仁波切祈請文》，在偈頌中禮讚

願品》，在誦經的過程中，場面莊嚴肅穆，

傳承上師的功德事業，祈請上師賜予加持。

雖然時間很長但不感到疲倦。

接著，法王領眾修唸《十六阿羅漢禮讚》，

在普賢祈願大法會期間，文殊佛學會將

每天在這個時候都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中

台灣佛友的善心帶到了聖地藍毗尼園，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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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期間，僧眾現供卡達給法王後再次入座修法實況。

上午法會圓滿，僧眾們前往露天餐廳實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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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實況

普賢法會期間，僧眾們排隊用膳實況(一)

普賢法會期間，僧眾們排隊用膳實況(二)

普賢法會祈福名單

普賢法會期間，僧眾們排隊用膳實況(三)

2013 • 春 第 14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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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國際醫療團義診實況(一)。

法會期間，供十萬盞酥油燈實況。

成大國際醫療團義診實況(二)。

法會期間供燈房供燈實況

行的法會時間外，法音法師帶領文殊佛學會的師兄
姐們一起到藍毗尼附近另一聖地固丹濟貧、發

成大國際醫療團義診實況(三)。

放生活物資；另在晚上的時間在大殿內對來自各地
的僧眾進行廣大供養。成大醫療團的醫師與護理人
員更是發心，自台灣攜帶大量的藥物以及設備在法
會進行期間提供僧俗二眾免費義診，這對於醫療資
源較為缺乏的印度及尼泊爾地區是很大的幫助。因
為台灣法友們的種種發心與護持，普賢祈願大法會
除了在佛法上對眾生有所助益，從世間法來看，同
時也改善了當地的生活條件以及衛生環境。
那幾天傍晚在藍毗尼園內散步時，我時常低

32

文殊．第 14 期

2013 • 春

成大國際醫療團義診實況(四)。

活動紀實

頭思索，究竟是甚麼樣的原因讓釋迦牟
尼佛願意放下王子的身份，走上修行的
道路？如果今天是我們任何一個人當上
王子，我們也有辦法和世尊一樣放下榮
華富貴的誘惑，而走入修行嗎？悉達多
的偉大，並不在於他「本來就是佛」，
而是他曾經和我們一樣都是個「人」，
但是透過修行，佛陀在生命的過程中找
到了轉化的方法，並且無私的將這個離
苦得樂的方法傳給了眾生，於是我們才
有了今天的佛法。今日十方的佛子在此
集結，以誦經祈願的方式追隨世尊的腳
步，祈願眾生離苦得樂、在菩提道上精
進、最後獲得究竟解脫，以身體力行來
實踐 佛陀的法教，我想，這或許這就是
紀念佛陀最好的方式吧！
（筆者為薩迦文殊佛學會義工，政大歷
史系三年級學生。)
文殊佛學會在聖地“固丹＂濟貧實況(一)

文殊佛學會在聖地“固丹＂濟貧實
況(二)

文殊佛學會在聖地“固丹＂濟貧實況(三)

文殊佛學會在聖地“固丹＂濟貧實況(四)

2013 • 春 第 14 期．文殊

33

小傑尊瑪的誕生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傑尊瑪貢嘎企美旺慕薩迦剛出生時模樣。

2013

年1月24日的傍晚，大寶金

兆，她的降臨為度母宮上上下下帶來極大的

剛仁波切的小女兒－傑尊瑪

欣喜。

貢嘎企美旺慕薩迦，誕生於印度德拉敦。小

小傑尊瑪是薩迦法王的第三個孫女，非

傑尊瑪的出世過程十分順利，亦伴有各種吉

常莊嚴沉靜，她的哥哥虛空金剛仁波切與姊
姊傑尊瑪皆因為她的到來感到興奮無比。大
家都相信小傑尊瑪亦會如同她兄姐般，散布
著慈悲與喜樂予眾生。
我們一同祈願小傑尊瑪健康平安、長壽
住世！

薩迦法王抱小小傑尊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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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金剛仁波切與傑尊瑪呵護小小傑尊瑪。

印度薩迦寺活動預告

印度薩迦寺活動預告（5月~8月）
．大日如來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四月十一日起，為期五天。
．憤怒蓮師成就法會：每年藏曆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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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節慶（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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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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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 春 第 14 期．文殊

35

(一) 2013薩迦寺「夏安居」 （藏曆5月15日至7月1日）
（國曆6月23日至8月7日）

印度薩迦寺僧侶在藏曆的五月十六日至七月一日結「夏安居」，此45天中，出家眾在寺
院內結界安居，以致力修行、專心辦道，不得出界，稱為「夏安居」。

「夏安居」的來由：
在佛陀時代，印度的夏季雨季長達三個月之久，一切僧眾或在山間修習禪定，或在樹下經
行，衣缽因此常為雨水所流失；另外在夏季期間，地上的蟲蟻常出來爬行覓食，僧眾們沿路托
缽乞食不免踩傷蟲蟻及草樹的新芽。所以佛陀基於慈悲，遂制定了夏季三個月，出家眾不出外
托缽，而在界內精進用功，是為夏安居。
『讚僧功德經』云：
殊勝妙寶大德僧，長養眾生功德種，能與人天勝果者，無過佛法僧寶眾。
善心僧中施掬水，獲福多於大海量，微塵尚可有算期，僧中施寶無有盡。
『佈施經』云：以美食施：得離飢饉，倉庫盈溢。以衣服施：得上妙衣，莊嚴身相。佛
言：「若以上妙飲食供養三寶，得五種利益：身相端嚴、氣力增盛、壽命延長、快樂安穩、
成就辯才。如是南瞻部洲，一切眾生、父母妻子、男女眷屬，如上佈施，隨願所求，無不圓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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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薩迦寺活動預告

凈土宗六祖永明延壽大師在『萬善同歸集』中云：「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毫
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虛雲老和尚曾云：「佛、法二寶，賴僧寶扶持，若無僧寶，佛法二寶無人流佈，善根無處
培植，因此齋僧功德最大」。以上數則開示可知供僧功德之廣大，不可思議。
薩迦寺為感謝護持結夏安居的施主們，屆時施主所提供的迴向名單將會放置於壇城中。由
僧團連續45天誦戒修法迴向。另請佛友們依照薩迦法王開示：多念誦普賢行願品及綠度母心咒
及二十一度母祈請文，以迴向一切眾生，尤其是在3/11於日本地震及海嘯中往生的眾生。
在夏安居圓滿日時作伏魔金剛手菩薩除障大火供，迴向給所有出資的功德信眾，障礙盡
除、身心安樂。

(二)普巴金剛沙壇城成就除障大法會 （藏曆7月11日至7月22日）

（國曆8月17日至8月27日）

九月八日至九月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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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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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與大寶金剛仁波切(左)、智慧金剛仁波切(右)，共同主持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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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這違緣障礙，且普巴金剛如護法一般的保
護正信佛子，何況是薩迦法王及二位法王子親

智慧金剛仁波切供呈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內的主要杵呈薩迦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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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巴金剛成就除障大法會-信眾相爭前往領受普巴金剛壇城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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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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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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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萬
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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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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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及喜金剛儀軌，另每個月藏曆初十、

佰

每個星期日下午2:30-4:30 共修度母四壇

仟

平安違緣遠離，亦歡迎大家前來共修。

98-04-43-04

度母四壇供，迴向所有讀者健康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佛學會每天早晨七點半共修持綠

金 額
新台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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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佰

拾

元

收款帳號戶名

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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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常駐上師介紹

下期預告

: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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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迦法王開示：全球環境變遷－以一個佛教徒的觀點。
大寶金剛法王子開示：慈悲與智慧。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 禪定。
薩迦法王、智慧金剛法王子歐洲、美國弘法實況報導。
大寶金剛仁波切亞洲弘法實況報導 ︵台灣、新加坡、尼泊爾︶。
薩迦寺普巴金剛成就除障法會實況報導。

訖章者無效。

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

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

辦理。

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

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

二、如 欲 查 詢 存 款 入 帳 詳 情

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一、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

注意事項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6. 5. 4. 3. 2. 1.

印度薩迦寺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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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大壽長壽法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E-mail

□ 贊助文殊佛學會道場維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地

□ 贊助文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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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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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百科

10種避暑方法

防高溫中暑，健康的飲食習慣和合理的生活習慣非常重要，這裡為大家提出了10種避暑

預

方法。

1、少吃多餐：一頓飯吃的東西越多，為了消化這些食物，身體產生代謝熱量也就越多，特別
注意少吃高蛋白的食物，它們產生的代謝熱量尤其多。

2、吃辛辣食物：醫生認為，儘管大熱天裏吃這些東西難以想象，但辛辣食物可以刺激口腔內
的熱量接收，提高血液迴圈，導致大量出汗，這些有助於降低體溫。

3、溫水沖澡：最好是用稍低於體溫的溫水沖澡或沐浴，特別是在睡前進行。
4、多喝水：醫生建議少飲酒多喝水，因為酒精可能導致身體缺水，礦泉水或低糖汽水是更好
的選擇。

5、避免劇烈運動：劇烈活動將啟動身體能量，增加內部溫度。
6、使用冰袋：可重復使用的冰袋是很好的降低皮膚溫度的工具，裏面預充的液體有降溫效
果。

7、選好枕具：使用羽毛或絨毛枕頭，枕套最好是棉質的，合成纖維的枕套會積累熱量。
8、日間小睡：研究表明，人體對“白日夢＂的反應之一就是降低身體溫度。
9、喝菊花茶：菊花茶能夠降溫醒腦。
10、涼水沖手腕：每隔幾小時用自來水沖手腕5秒，因為手腕是動脈流過的地方，這樣可降低
血液溫度。
資料來源： http://tw.myblog.yahoo.com/wen-zhan/article?mid=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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