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示文集

薩迦法王開示：輪涅不二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隨念三寶經》(一)

三現分釋論(連載)—德松仁波切開示

活動預告

印度薩迦寺普賢祈願大法會
歲末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

2014年．秋　第 17期

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Vajrayana Sakya Manjusri Center

www.hhtwcenter.org



編者的話

1  薩迦法王2015弘法行程

1 藍毘尼

教史傳承

45 舍利弗和目犍連

開示文集

6 薩迦法王開示：輪涅不二

6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   
《隨念三寶經》(一)

6 三現分釋論(連載)——德松仁波切開示

活動紀實

46  悉達多法王子初返法王府

46  薩迦法王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弘法行

46  智慧金剛仁波切新加坡、馬來西亞弘法行

46  時輪金剛拉達克

46  大寶金剛仁波切台灣弘法行

46  薩迦法王尼泊爾弘法行

佛典公案

62　供燈功德

如是我聞

65 廣欽老和尚談念佛

67 廣欽老和尚給慧律法師的棒喝

活動預告

69  印度薩迦寺普賢祈願大法會
2014/12/04~15

69 歲末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

生活小百科

77 

    

目　錄

2014年　第17期　文殊雜誌
名譽發行人：薩迦法王
導師：薩迦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智慧金剛仁波切
發行人：理事長 陳義展
發行所：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編輯小組：釋法音、張瑞麟、林楷翔、溫妤庭
美術設計：張明娟
攝影師：Cristina Vanza、林虹汝
發行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 142 巷 2 號 2 樓
台內社字第：09700147650
電話：+886-2-2747-2468．+886-913-032-458
傳真：+886-2-2747-9992
Email： hhtwcenter@gmail.com ；  
網址：http：//www.hhtwcenter.org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524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封面照片為藍毘尼

本刊內所有文稿的版權皆為佛學會所有，
未經同意不得翻印

文殊雜誌編輯小組



2015薩迦法王活動預告
時間 活動行程

3月19~20日 大悲遍空寺

3月21~22日 紐約市(華人社區)

3月23~31日 大悲遍空寺

4月4~5日 紐約市(薩迦大慈基金會)

4月7~8日 薩迦朋措林(馬利蘭州)

4月9日 華盛頓特區(蒙古人社區)

4月11~12日 波士頓薩迦研究協會

4月18~19日 明尼蘇達州薩迦中心

4月21~22日 丹佛

4月24~26日 舊金山艾旺喬丹

4月30~5月2日 洛杉磯大慈法輪中心

5月5~10日 韓國首爾雪千中心

5月12~6月8日 馬來西亞吉隆坡薩迦倫朵邱林(傳授道果)

6月10~14日 新加坡薩迦中心

7月1~15日 拉達克

8月26~9月5日 德拉敦薩迦中心(年度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

9月14~11月28日 卡林邦薩迦寺開光(道果教學)

12月1~10日 薩迦普賢祈願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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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
達摩 •悉達多佛2 在母親於神聖的藍毘

尼小林園生下他不久，即作如是言。

如來在兜率天過了十個月的圓滿生活，

決定在他究竟成佛之前，作最後一次受生。

在細心考量之後，這位大菩薩為他的受

生選定了圓滿的因緣。他將降生在無與倫比

的迦毘羅衛城，成為淨飯王的兒子，而他的

母親將是美麗、無缺點的摩耶王后。

幾天之後的一個月圓的夜晚，摩耶王后

夢見輝煌的六牙白幼象，由她的右側進入她

的子宮，令她充滿幸福。如來就這樣降臨人

間。

當臨盆的時間接近的時候，摩耶王后

向國王表示，她希望回到她父母親位在天臂

藍毘尼園
佛陀誕生地

（西元前第7世紀或第6世紀）

我於一切眾生中，為無上上；

我於世間，最尊最勝；

此即是我最後邊身。 
1

（《普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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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王宮待產，回娘家分娩是當時印度流傳

很廣的風俗。在前往天臂城的途中，王后在

怡人的藍毘尼園停下來休息。當她漫步在樹

林，陶醉在花園的喜悅中，她在一棵菩提樹

駐足，用右手撥動樹枝。

就在那一刻，菩薩從他母親的右脇誕生

出來，就在他的腳著地的時候，地面綻放出

一朵大蓮花。如來就站在這朵蓮花上面宣告

他是的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和指導者
3 ，以及這

將是他最後一次受生。

佛陀誕生時伴隨許多瑞相：諸龍王從

虛空注下一溫一冷的清澈水流，諸天以香水

沐浴這孩子，用珍貴圍巾包他，向他撒透明

花。

佛陀跨出七步，宣告他將成為大醫王，

是疾病和死亡的毀滅者。他每跨一步，腳碰

觸地面的時候，就綻放出一朵絕美的蓮花。

盛大的遊行隊伍護送新生王子和他的母

親回到在迦毘羅衛城的王宮，菩薩受到尊敬

而莊嚴的盛大歡迎。他就在父親的王宮渡過

了二十九年富裕而無憂無慮的生活。

但是，就在他二十九歲這一年，這位菩

薩要完成使命的時間到了。在他這一生受到

種種的保護，而沒有遇到任何困難之後，他

無意間目擊到疾病、老年、死亡和修道出離

等四種境。從那一刻起，他決心放棄世俗的

追求，而且不餘遺力地要追求究竟實相，找

出痛苦的正對治。

於是，有一個夜晚，趁著大家都在熟睡

的時候，他溜出王宮，從東門出城。回頭面

對王宮發誓，在獲得究竟成就之前，絕不回

城。

佛陀在證得菩提後數年，依當初的誓言

回到迦毘羅衛城。他和隨侍的比丘眾選擇投

宿在尼拘陀園附近，在那裡受到父母和兒子

羅睺羅的迎接，他的母親指示他向喬達摩希

求傳承。羅睺羅的確獲得佛陀全部最好的傳

承：他的父親為他授戒，使他成為佛教的第

一位沙彌。

佛陀的異母兄弟難陀
4 也在迎接的行列

中，儘管他沉迷於新婚的太太，還是被佛陀

說服了，迷人的迦那帕達 •迦利耶尼5 帶給他

的快樂，和那些天女能給他的，兩相比較，

是不足取的。為了追求這種誘人的未來，難

陀棄捨了世間的生活，全心全意獻身修行，

最後證得阿羅漢果。

1.   譯者按，譯文引自與《普曜經》同本異譯之《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誕生品第七〉。又《根本說一切
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云：「此即是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2.  喬達摩•悉達多佛：Siddharta Gautama Buddha。
3.  譯者按，「世界的統治者和指導者」係依英文原稿the ruler and guide of the world譯成，然依漢譯諸契經
之意思，皆指「至高無上」的意涵，譬如本譯文開始的「無上上」、「最尊最勝」，或如譯注1所引。

4.   難陀：Nanda，此指世尊之異母弟，別稱「孫陀羅難陀」，以別於佛弟子「牧牛難陀」。
5.   迦那帕達 • 卡利亞尼：Janapada Kalyani。譯注，巴利文janapada義為「區域，地方」。巴利文kalyani義為
「善，美，莊嚴」。故Janapada Kalyani指「當地之美人」，猶如時下所謂「校花」。這裡指孫陀羅難陀
的妻子「孫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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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絕對的證據能確定藍毘尼園

的確是佛陀的誕生地，但是一般的共識是朝

這一方向。阿育王
6 在西元前三世紀中葉造

訪藍毘尼園的紀錄，可以證實這一點。阿育

王在那裡建造了一根石柱，石柱上所刻的文

字，見證了藍毗尼的確是佛陀誕生地，阿育

王甚至還放置了一塊石頭標示出生的精確位

置。這塊石頭目前存放在新建的摩耶寺，連

同描述佛陀誕生的一個浮雕，成為聖地的景

點。浮雕不幸在十二世紀回教入侵時被摧毀

了。

園區的其他主要景點包括傳說是摩耶

夫人沐浴新生兒的水池，還有一棵菩提樹，

這裡是上座部僧伽每天聚集在一起祈求的地

方。花園的另一個普遍的特色是每棵樹之間

都懸掛了西藏朝聖者表現虔誠的西藏旗幡。

儘管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訪客所帶來的喧

囂，但是藍毘尼園的主寺和周圍的花園始終

呈現祥和而神聖的氛圍。

自從藍毘尼園在 1997 年被宣佈為世界遺

產之後，為了使它成為主要的朝聖地，已有

許多建設在進行，佛寺周圍有來自全世界的

建設工程。與摩耶花園相鄰，是這些工程的

先驅，例如 Rajakiya Buddha Vihar 和Dharma 

Swami Buddhavihara，以及它的聖園，是一

個美麗而寧靜的避風港。原名吉祥堅固寺
7
，

的Dharma Swami Buddhavihara在1975年由尊

貴的究給企謙仁波切創建作為三年期的喜金

剛閉關中心。 雖然它不再扮演當初的角色，

但是這座小修道院已經成為全世界藏傳佛教

徒最喜愛的聖地。

這座寺院最近被一個附近的一座較大的

修道院取代，而且這座修道院是薩迦法王一

年一度為祈求世界和平主法的薩迦藍毘尼園

普賢祈願大法會
8 的會場，聚集了來自印度

和尼泊爾各地數以千計的薩迦派出家眾、當

地的上座部僧伽、以及全世界的信徒。

更遠的地方，有一座大型主題公園正在

打造，連同瑪哈德維建築群
9 ，將成為以佛

教為中心的計劃旅遊聖地。許多新寺院正在

建造，分別代別各國的佛教分支。雖然這些

地方無疑都是美不勝收，但是它們大部分不

屬於任何僧團，也尚未成為修行中心。

該處還有一個博物館，提供當地考古發

現的照片和雕塑等證物，也是揭開該地區信

仰活動史神秘面紗的審慎努力成果。

這項專案已經獲得龐大的國際金融投

資，由藍毘尼發展信託基金會管理。希望這

個遺址的擴充，能夠吸引無數朝聖者來到這

個聖地，基金會將透過它的成長過程，成功

地維持它神聖的特性。

6.   阿育王：Ashoka，此為梵文    (A oka)之羅馬拼寫形式，義為「無憂」，藏文མྱ་ངན་མེད།。
7.  吉祥堅固寺：Tashi Rabten Ling。
8.  薩迦藍毘尼園普賢祈願世界和平大法會：Sakya Mönlam Prayer Festival for World Peace。
9.   瑪哈德維建築群：Mahadevi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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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弗和目犍連
佛陀的大弟

舍
利弗和目犍連是前所未有最偉大的兩

位聖者，是佛陀弟子眾和那些最親近

世尊的人們當中，最有成就的兩位。在無數

的佛陀畫像中，都可以見到他們分別站在佛

陀的兩側。

兩人同一天受生、同一天降生於望族，

雖然種姓不同、村莊不同，卻有密切的關

連，兩個男孩自幼一起成長，漸漸變成密不

可分，一生始終持續著這種相互吸引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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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又名優婆提舍
1 和拘律陀2 ，是模

範青年。兩人都接受過當時最好的教育，迅

速精通工巧明和餘諸明處。各有五百隨從，

都來自最上等家庭，大家一起充分享受到年

輕的歡樂。 

一如往年，有一天，這兩個年輕人和他

們的隨員參加王舍城一年一度為期三天的重

要節日—山頂節
3 。嘉年華會的頭兩天，

這些青年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極度著迷，也盡

情享樂。然而，到了第三天，嘉年華會的魅

力消退了，兩個年輕人同時開始質疑如此瑣

碎的事有何意義，於是當下決定成為流浪的

苦行者，追求更深層的生命意義，尋求人類

痛苦的正對治。

他們的修行之旅，始於投入六師外道刪

闍耶
4 門下，他是一個有許多信眾的苦行婆

羅門，兩人就依止他出家學道，把他所知道

的每件事情傾囊相授。可是當他們了解他無

法提供他們所追求的智慧時，他們再度尋找

流浪苦行之道，追求更高層次的真理，以期

徹底平息他們對於完全解脫的渴望。

在他們追求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智

者，與那些智者進行哲學討論，卻每次都感

到失望，因為他們始終發現，自己所知道的

都遠超過這些老師。因此，他們為了加倍遇

到真正大師的機會，決定各自去尋找，不過

互相約定，只要找到正確的老師，就立刻告

知對方。

當時正值佛陀派遣第一批六十一位弟子

四處宣揚正法，其中之一是佛陀最初的五比

丘馬勝
5 。業力把他推向優婆提舍的路上，

他被馬勝的威儀感動，便問他：您的老師是

誰？老師的教授精髓是什麼？馬勝回答說：

「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

盡，是大沙門說。」
6
 

優婆提舍一聽到這偈頌，就證了預流

果，而拘律陀聽到優婆提舍複誦這偈頌時，

他也證得了預流果。於是兩個人各率領了

二百五十位苦行者，前往竹林精舍謁見佛

陀。

當他們到達竹林精舍時，佛陀正在向四

眾說法，他看見兩人就當眾宣布說：「現在

1.  優婆提舍：Upatissa，舍利弗父名，故從父而稱優婆提舍。「舍利」者其母之名，「弗」為子之義，故
「舍利弗」者，舍利之子也。

2.  拘律陀：Kolita，梵名，義為「天抱」。目犍連為古印度摩羯陀國王舍城外拘律陀村人，故名拘律陀。
3.   山頂節：Hilltop Festival。
4.  刪闍耶：梵名Sañjaya，義為「等勝」。
5.   馬勝：Assaji，這是巴利文，梵名अश्वजित् (A vajit)。譯名又作「馬師」、「阿說示」，為佛陀最早度化
的五比丘之一。

6.   譯者注：藏文偈頌：「༄༅།།ཆོས་རྣམས་ཐམས་ཅད་རུྱྒ་ལས་བུྱང༌། །དེ་རུྱྒ་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ས་གསུངས། །དེ་ལ་འགོག་པ་གང་ཡིན་པ། །དགེ་སོྱྦང་ཆེན་པོས་འདི་སྐད་
གསུངས།」譯文引用《浴佛功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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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這兩位朋友，是優婆提舍和拘律陀，他

們將成為我的大弟子，是有大福報的一對弟

子。」然後就對兩人說：「來吧，比丘們！

正法已經善說，現在開始過清淨的生活，讓

痛苦結束。」就這樣佛陀為新弟子授戒出

家，並且授與他們新的法名舍利弗和目犍

連。

佛陀教導進入禪修的新弟子，經過一個

星期的持續修行，目犍連證得了聖者果位，

緊接著在兩個星期內，舍利弗也證得了聖者

果位。佛陀察覺到雖然兩人都透過智慧和禪

定達到證悟，舍利弗在智慧方面取勝，而目

犍連則是在禪定方面取勝。

佛陀宣佈他們連同阿難為大弟子，並且

說明過去有好幾尊佛同樣都有三個大弟子。

從那時候起，每當佛陀說法的時候，右邊總

是站著舍利弗，左邊則是目犍連。隨難則擔

任侍者，並且是一切教法的容器—因為他

記得住佛所說的一切法。 

佛陀時常派兩位大弟子代表他弘法，他

們都能夠圓滿達成任務。類似情形，有一個

值得一提的公案，提婆達多 企圖分化佛陀的

僧伽
7
，帶領了五百位比丘到靈鷲山，在那裡

向他們傳道。佛陀派舍利弗和目犍連去把他

們帶回正道，趁著這位破壞佛教者熟睡的時

候，兩人向僧伽宣揚了佛陀的正法，使他們

證入預流向，並且將他們帶回佛陀身邊。

但是他們兩位並沒有因為地位重要而生

起慢心。他們的心已經能夠完全自在，不再

受到負面情緒控制。相反的，兩人都變得非

常謙卑和慷慨。雖然他們兩個都是完全成就

的菩薩，每個人都優異的功德。智慧第一的

舍利弗，他留下許多著作，以無比的理路和

洞悉力，宣揚佛陀的教法。另一方面，神通

第一的目犍連，他的神通僅次於佛陀。

舍利弗和目犍連在佛陀身邊許多年，以

各種想得到的方法供養他們的每一剎那護持

世尊，所以他們的功德和成就越來越接近世

尊。佛陀般涅槃的時候是八十歲，知道過去

諸佛的大弟子，都沒有活超過自己的上師，

舍利弗和目犍連兩人相隔兩個星期先後圓

寂。 

舍利弗和目犍連圓寂之後，有一次在法

會上，佛陀如是述說了兩人的功德，策勵他

們兩人的隨員，雖然兩人離世了，但是要常

時學習他們，像他們一樣精進積集功德。

7.   提婆達多：Devadatta之音譯，梵文與巴利文同，藏文ལྷས་བིྱན།。漢譯「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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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有許多不同的種

族、文化、宗教和哲學，然而都有一

個共同的願望：每一個人都希望離苦得樂。

每一個個體、每一個社區、每一個國家都在

努力追求安樂。由於我們的努力，在科技方

面獲得巨大的進步。然而，我們真的有達到

努力追求的目標——安樂嗎？顯然地，

除非外在物質上的進步，與內在精神上的進

步能夠同步，否則目前的進步只會帶來更多

的痛苦，而非更多的快樂。在我們的現實生

活中，還有很多需求猶待完成，許多事情要

做，許多希望有待實現。然而，猶待完成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精神上的發展。只有透過

精神上的發展，才能使我們的內心達到真正

的安樂。

因此，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

輪涅不二
（一）

薩迦法王開示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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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就是修行。宣揚修行的宗教和教授很

多，這些主要的教授在協助人類解決問題

上，都有各自的優點和方法。然而，這些教

授欠缺的是關於我們日常生活的實際應用。

由於這一種欠缺，使我們遭致無量的痛苦和

一大堆的問題。因此，為了要追求各自的安

樂，以及為了自己的社群和全世界的安樂，

最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為提升自己的精

神層次而努力。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奮發

努力，我們會發現改變世界的潛力。 

我們擁有使許多祖師獲得證悟的相同

教授，他們都像我們一樣，最初只是一個凡

夫，但是他們為了獲得證悟而做了必要的努

力。因此，如果我們努力修行的話，實在沒

有不會成功的道理。對我們來說，了解教授

是非常重要的，同時，無論我們修行什麼法

門，都必須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以

下宣說薩迦派基本教授的概要。

世尊無分別地為利一切有情而發菩提

心，他的目的是要拔濟每一位眾生遠離輪迴

的痛苦，並且引導他們趣向菩提。當他在菩

提伽耶的菩提樹下禪修的時候，已經積集了

無量的悲智功德，最後證得無上菩提。從此

解脫一切障礙，獲得一切功德。

在證得菩提之後，佛陀行持了諸多身功

德、語功德和根本智的意功德。在所有的功

德當中，以語功德最重要，也就是轉法輪。

透過轉法輪，他宣揚他所證悟的，眾生因而

也能入道，並且最後證得菩提。因此，轉法

輪是佛陀最重要的功德。

如虛空無邊際故，而眾生也無量無邊。

這些無量無邊的眾生完全不同，我們每一個

人都有不同的思惟、不同的心態、不同的性

向、不同的品味等等。因此，為了應不同根

器的眾生，佛陀宣說了許多教法，那是巨大

系列的教授。正如我們需要不同的藥來治療

不同的疾病，同樣地，佛陀為了幫助不同層

次的眾生而宣說了許多教法。

這些眾多不同類型的教法，可以依宣說

的時間而分，也就是依初轉法輪、再轉法輪

和三轉法輪來分；也可以根據宣說的主題來

分，也就是三藏，包括毘奈耶（律藏）、修

多羅（經藏）和阿毘達磨（論藏）。

轉法輪的目的是調伏我們被染汙的心。

由於眾生被三毒染汙，佛陀提供了三套教法

作為正對治。為了建立適當的戒，佛陀宣說

毘奈耶—如何以良善而有紀律的生活對治

貪欲，第一種染汙。 

佛陀宣說修多羅，作為第二種染汙—

瞋恚—的對治，解釋不同類型的禪修，可

以用來調伏我們的心。最後，佛陀在阿毘達

磨當中宣說般若教授，作為無明的對治。

信眾可分兩類：相應較低道或小目標

者，以及相應較高道或大目標者，這也是為

什麼會有小乘和大乘的原因。大乘本身又可

分為因乘和果乘。基本的大乘被稱為因乘，

因為它需要長時間在因地修行以取得果位。

另一方面，密咒乘或金剛乘被稱為果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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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它的修習可以更容易、更快速得到果位。

根據密咒乘，修行的結果從一最開始就呈

現，並且可以帶入道中。這是它為什麼稱作

果乘的原因。雖然佛教發源於印度，並且傳

播到許多不同的國家，但是似乎只有在西藏

擁有所有不同程度的教授：小乘、大乘和金

剛乘。然而，所有的修行者都是大乘，再配

合金剛乘教授。

因此，藏傳佛教的所有宗派都屬於大

乘，而修行方面則整合了金剛乘的方便和智

慧。目前所有的宗派絕對沒有不同，從發菩

提心到空觀，到究竟成佛。可以說唯一不同

的地方是在於各宗派的特殊傳承，由於發源

於印度的教授，經由不同的譯師和祖師們傳

到西藏，於是有了不同的傳承。儘管每一個

傳承強調教授的不同面向，譬如有些強調哲

學訓練，有些注重禪修，但是他們的目標和

成就是一致的。

薩迦派目前有許多不同的教授：顯教、

密教和其他專門學科，但是我們傳承中最重

要的教授是《道果教授》，意思是「道涵攝

果」的教授。根本教授始於印度偉大的畢哇

巴祖師，他是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他出身

王室，從小就天賦異稟，而且已經視一切輪

迴皆苦；因此，早年就放棄他的地位而出

家。他進入那爛陀寺，對於密咒乘教授的知

識和修習極為突出。他由於博學而聞名，因

此在他的上師圓寂之後，繼承為那爛陀寺的

住持。在白天，他傳授僧伽眾大乘教授，也

教辯經和著論；但是到了晚上，他私下在自

己的寮房勤修密咒乘。儘管他修習了很長的

時間，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徵兆，最後變成幻

想破滅。 

於是，有一天夜晚，他確信自己與密

宗沒有業緣，他把念珠丟進廁所，並且發誓

從此以後要全心全力獻身弘揚大乘佛教。當

天晚上，金剛無我母示現並告誡說：「善男

子，別這樣做。撿起你的念珠，把它清洗乾

淨，然後繼續修持。我是與你有業緣的本

尊，而且我將加持你。」第二天晚上，金剛

無我母再次示現於有十五位天女的壇城中，

授予他四灌頂，當下他就證得初地。從那個

晚上起，畢哇巴每晚增上一地，到了藏曆四

月二十九日晚上，他證得六地菩薩，成為大

成就者。後來他離開了那爛陀寺，四處顯現

神通，制伏許多邪惡勢力，將那些修錯道的

行者導入正道。人們只要聽到他的名號，就

能對治無明。

他有許多一般追隨者，其中有兩位心子

克里什那巴
1 和東畢巴2 ，傳授他們口訣教

授。傳給克里什那巴的是非常扼要的教授，

也就是《根本金剛偈》，它融合了整個三藏

和金剛乘的精華。猶如從牛奶提煉出來的奶

油，佛陀的契經和密續精華濃縮到這些口訣

1.  克里什那巴：Krishnapa，人名。
2.  東畢巴：Dombipa，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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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中。然後克里什那巴又把這部教授傳授

給他最親近的弟子，五位偉大的印度大師。

其中一位叫作嘎雅達拉
3 ，他到西藏多次，

把這部教授傳給了卓彌大譯師
4 ，他就成為

第一位獲得《道果教授》的藏人。卓彌大譯

師是一位高成就的大師，他的許多男女弟子

都獲得證悟。對於這些弟子，他所傳的一般

密續釋和口訣教授是分開的。換句話說，接

受一般密續釋的弟子，不會得到口訣教授，

相反的，接受口訣教授的弟子，得不到一般

密續釋。他也不會同時傳授這兩套教授，以

免教授被曲解了。

他把這些教授傳給眾多弟子當中的色頓

昆利
5 ，他獲得很高的證悟，然後把教授傳

給祥敦卻跋
6 。祥敦卻跋是一位隱居的瑜伽

行者，以普通勞動者的佃農身分示現於眾人

面前。他把這些教授傳給昆氏家族的喇嘛薩

迦巴薩千貢噶寧波。

昆氏家族被認為是源自天界來到人間的

三兄弟，當中有兩位後來返回了天界，而留

下來的一位則定居在西藏。從他開始的這個

血統稱作「光音天族」
7
。他的後裔之一「雅

邦杰」
8 ，降伏了當地的羅剎9 ，並且娶羅

剎的太太為妻，從此以後的血統稱作「昆

氏」，直至今日仍然維持這個稱號。

昆氏家族本來是信奉苯教，在八世紀的

時候，大堪布寂護論師
0 入藏，為包括一名

昆氏家族成員在內的七名藏人授戒。
q
昆氏

家族的許多後代從此以後成為虔誠的寧瑪巴

行者。到了昆 •恭卻w 的年代，由於當時教

法漸漸衰頹，恭卻嘉波認為有必要成立新教

派，所以棄捨舊教，在西元1073年創建薩迦

寺，成立了薩迦派。

昆 •恭卻是卓彌譯師的弟子，並且依止

3.  嘎雅達拉：Gayadhara，人名，印度譯師，是卓彌譯師的上師。
4.  卓彌大譯師：Drogmi Lotsawa，人名。
5.  色頓昆利：Seton Kunrik，人名。
6.  祥敦卻跋：Zhangton Chobar，藏名ཞང་སོྟན་ཆོས་འབར།，1053-1135
7.  光音天族：The Clear Light Race。
8.  雅邦杰：Yapang Kye。
9.   羅剎：Rakshas，此是梵文राक्षास (rākṣāsa) 之羅馬拼寫之一，意為「惡鬼」，並非人名。據查羅剎名叫
「恰仁察麥」。

10.  寂護論師：梵名शान्तरक्षित (Śāntarakṣita)，藏名ཞི་བ་འཚོ།，音譯「希瓦措」，漢譯「靜命」。人名。《藏
漢大辭典》p. 2385：「古印度佛學家。生於孟加拉，為薩霍爾王之子。後於那爛陀寺依止智藏論師出
家，受具足戒。為中觀自續派論師及東方三中觀師之一，著《中觀莊嚴論》。八世紀中，應藏王赤松
德贊邀請至西藏，設計修建桑耶寺。度初試七人出家，並開始建立僧伽制度。宣說律學、中觀，與赤
松德贊和白瑪穹乃，並稱為師君三尊。前後在藏十餘年，卒於吐蕃。

11.  史稱「七覺士」或「預試七人」。其中昆•龍王護為昆氏家族成員。
12.  昆 • 恭卻：Khön Konchok，人名，即འཁོན་དཀོན་ཅོག，全名འཁོན་དཀོན་ཅོག་རྱྒལ་པོ།，譯作昆 • 恭卻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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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習密宗教授。他後來把這些密宗教法傳

授給兒子，偉大的喇嘛薩迦巴薩千貢噶寧

波，他也得到祥敦卻跋的口訣教授。當祥敦

卻跋傳授口訣教授給喇嘛薩迦巴時，嚴厲指

示十八年內不得對任何人揭露，甚至連口訣

教授的名稱也不能說。十八年之後，薩千貢

噶寧波成為這部教授的持有者。 

因此，薩千貢噶寧波在十八年內，沒

有對任何人提過《道果教授》的名字，完全

保密到家。在這一段期間，他研習並且精通

這部教授。偉大的喇嘛薩迦巴是文殊菩薩和

觀音菩薩的化身，融合一切諸佛的智慧和大

悲。事實上，他是一位完全證悟的人，但是

他示現一個普通人可以見到的人，並且依循

這個人的命運。 

實際上，在這十八年期間，有一次，

他由於生了一場病，而把這寶貴的教授忘了

大部分。由於這些完全都是口傳教授，並沒

有任何文字記載，使得他非常擔心。他的上

師已經圓寂，而這些教授又極難找到—本

來只在印度的高山或森林深處秘密的修行。

即使他到印度去，也證明很困難找到這些教

授。然而，當他向上師祥敦卻跋祈求時，上

師在他夢中示現，並且再傳授他這部教授，

喚起了喇嘛薩迦巴的記憶。他一再祈求，上

師就一再地示現，一再地傳授他這部教授。

就這樣，薩千貢噶寧波把大部分的教授記

住了。因為他不斷地祈求，道果教授的創立

者，直接從本尊領受教授的偉大大成就者畢

哇巴在空中示現，他的身體高聳於整座薩迦

山上。他一面說：「這大地屬於我的。」一

面傳授圓滿的道果教授給喇嘛薩迦巴，還包

括許多的口訣教授和一些附帶的教授。此刻

偉大的喇嘛薩迦巴成為所有佛陀教法的持有

者。薩千貢噶寧波把教授傳給了他的兒子和

許多弟子，於是這部《道果教授》就這樣不

曾中斷的由上師傳給弟子，直到如今依然如

此。

《道果教授》極深、極廣，雖然是單獨

的一部教授，但是有許多不同的修習方法。

行者可依漸進次第由小乘道開始，然後大

乘、金剛乘。至於採取直接趣入的行者，則

依他們個別的相續狀況和業緣而定。引導弟

子修習道果教授的方法很多，主要分為兩個

部分：前行和正行。

前行教授稱作《三現分》，包含基、

道、果，換句話說，不淨現分、覺受現分和

清淨現分。修行的基礎包含一切有情，由於

他們的業和惑，而感受不淨現分—亦即我

們凡夫所感覺的實相。覺受現分是已入道，

並且經過修行改變了覺知的瑜伽行者所感受

的。最後，經過很大的努力之後，行者獲得

果，也就是清淨現分，究竟成佛。 

每個傳承都有各自的前行—道前基

礎、所有佛法的根本和所有戒的基礎。身為

佛教徒，入道第一件事是皈依佛法僧三寶。

我們初步的修行分成三部分：前行皈依發

心、正行和結行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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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在每一個宗派都是相同的。通常我

們把皈依分為五個部分：皈依因、皈依境、

皈依方便、皈依功德和皈依學處。

皈依佛法僧三寶的因有怖畏、信心和悲

心。皈依境是佛寶、法寶和僧寶。在大乘佛

教中，佛具有法身、報身和化身等三身；法

是引導我們走向證悟的教授；僧是得不退轉

地大菩薩會眾。佛是我們的導師，法是我們

的道，僧是我們的修行助伴。

皈依有極大的殊勝利益，如論云：「皈

依福有色，三界器猶狹。」
e 它的利益是無

限的。

皈依學處分共學和別學。共學學處有

五：第一、乃至命緣應當守護不捨三寶。第

二、隨遇何事皆當啟白三寶，祈求引導加

持。第三、恆勤供養三寶。第四、一切時中

應當至誠勤修皈依。第五、一切處隨作何

事，皆當隨念三寶。別學學處不應皈依諸餘

天神、不損害任何有情、不與不敬信三寶者

為友伴。

當我們入道時，首先淨修皈依，次當發

菩提心。菩提心的根本是為利一切有情的利

他心。皈依和發菩提心是前行的必要部分。

為了要生起菩提心，我們需要生起出離心。 

接下來前行要做的就是思惟。這個階段

的思惟有三個步驟。第一，思惟為什麼需要

生起出離心；第二，思惟暇滿人身難得；第

三，思惟業果道理。

為了引發出離心，《道果教授》詳細

說明不淨現分。這個符順於佛陀初轉法輪的

內涵，當時世尊宣說了四聖諦—苦諦、集

諦、滅諦和道諦。

為了要離苦，我們一定要理解它的自

性。正如我們生病時需要治療，一定要先知

道病的本質。因此，第一聖諦—苦諦—

一定要徹底了解。這部教授對於輪迴的痛苦

有廣泛的解釋。苦分三類：苦苦、壞苦和行

苦。苦苦談的是我們經歷的實際痛苦：身的

痛苦，心的焦慮等等。三惡趣的有情—地

獄、餓鬼和畜生—常時經歷強烈的苦苦，

而三善趣的有情—人道、阿修羅道和天

道—經歷的是苦樂雜陳。 

事實上，並沒有所謂的苦樂雜陳。首

先，我們經歷身的痛苦和心的焦慮。此外，

我們也經歷壞苦，意指因緣所生諸法都是無

常。凡是無常都會引起痛苦，意指我們受用

的器世界很容易改變，很像季節變化。我們

自己的存在也不斷地在改變，例如變老、失

去鍾愛的人等等。一切事物都在改變。 

第三類的苦是一切事物緣起自性的痛

苦。我們通常感覺到快樂或不苦不樂，都只

是與其他的感覺比較得來的感受。事實上，

輪迴當中沒有真正的快樂。儘管輪迴中有些

部分是比較不痛苦，而有些部分則是比較痛

13.  譯者按，出自《攝波羅蜜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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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輪迴當中沒有絲毫值得我們貪著的。就

好像染毒的食物，不論是否可口，一樣是有

害的。因此，為了要喚醒出離心，這部教授

強調思惟痛苦。

是故，為了圓滿喚醒出離心，強制我們解

脫痛苦，我們需要廣泛地思惟六道的痛苦。

前行思惟的第二步驟是思惟暇滿人身難

得。生為凡夫，由於我們的業和惑，而感受

不淨現分。不淨現分來自我們先前的行為；

為了要跳脫生死輪迴，我們需要修習正法。

為了要能夠修習正法，我們需要獲得寶貴的

人身作為修行的基礎。

寶貴的人身非常稀有、難得。得人身的

因是往昔所造的善業，尤其是淨戒、布施和

至誠祈求。這種的因非常稀有，如果我們觀

察當下，有多少人修行？就算目前在修行的

人當中，許多人只是表面功夫罷了。由於因

很稀有，所以果也非常稀有。因此，從因的

觀點來說，寶貴的人身非常稀有。 

世界上似乎人口眾多；然而，如果和其

他有情比較，人類其實是少數。譬如，要計

算一間房子住了多少人，非常容易；但是同

樣一間房子，要計算有多少其他的有情，包

括昆蟲，是不可能的。因此，從宇宙中有情

數量的觀點來說，人身是非常稀有的。 

如果人身稀有難得，具足修法所需要的

條件則更加難得，譬如無邪見、順緣、生於

佛世、佛說正法、教法住世、諸根具足、信

解正法等。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能值遇正法是多麼

困難。所以，我們一定要認清人身是多麼地

寶貴，比如意寶更珍貴。如意寶是所有物質

當中最珍貴的東西，它能夠滿足我們物質上

的所有需求，譬如食物、藥，衣服等等。然

而，它不能授予我們增上生、解脫或菩提。

透由這個寶貴的身體和努力修行，我們不但

能夠獲得增上生和個人的解脫，而且甚至可

以證得無上菩提。因此，我們不但一定要有

智慧地了解寶貴的身體，而且一定要實實

在在地感激它是多麼寶貴、非常稀有，比如

意寶更有價值。對於如此寶貴的東西，我們

了解如果失去這個非常寶貴的機會，再也沒

有比這個更大的損失。如果我們不能充分利

用這麼寶貴的時間，未來會不會還有這種機

會，實在沒有人知道。因此，當我們具足無

暇和一切順緣時，把握機會努力修行是非常

重要的。我們一定要徹底了解暇滿人身的無

常自性。

在其他教授中，寶貴的人身和無常想

是分開宣說的，而這一部特別的教授是把它

們合併在一起。我們現有的寶貴人身是無常

的。包括我們寶貴的人身在內，一切事物都

是無常。經云，於佛供養中，無常想是為最

第一、最上、最勝、最妙無上，因為無常想

可以令我們遠離執著。無常想可以加速我們

修行和努力。無常想是一切痛苦的有力正對

治，而且究竟能助我們證悟勝義諦。

這樣，我們一定要深切注意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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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享受的人身並沒有一定的壽量。有人死

於胎中；有人出生就死去；有人死於嬰兒

時；或成年後死去等等。而且，即使有人很

有可能長壽，但是不能保證活到那時候，因

為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任何事故。這情形有

如油燈隨時可能被一陣風吹熄，所以我們的

寶貴人身也隨時可能結束。即使我們年輕又

健康，內外障礙隨時都可能發生，也可能因

此失去生命。因此修行不但很重要，但是更

重要的是當下就應修行，不要浪費寶貴的時

間。

前行思惟的第三步驟是思惟業果道理：

因果，這是佛陀獨一無二的教法之一，指引

眾生應取應捨的道理。我們現前擁有的每件

事物，包括我們的生命，是誰創造出來的？

除了我們自己的業之外，沒有任何人創造任

何東西。 這個思惟分成兩部分：虛幻顯現和

業的顯現。

我們所感覺到的二元顯現—虛幻顯現

在真如實相中並不存在。那只是一個幻影，

正如在夢中。當我們做夢的時候，對於每件

事物的感覺就像在正常生活當中一樣真實，

然而當我們從夢境醒來，在夢中所見或所感

覺的任何徵象，全都不見蹤影。同樣的情

形，我們清醒的時候所感覺到的每件事物，

也全都是幻影。這是我們的虛幻顯現，是能

所分開出現的二元顯現。所有眾生感覺到的

這個世界猶如虛幻顯現。

業的顯現意指每一位有情經歷其特別的

現分；有些人經歷較少的痛苦，有些經歷較

多痛苦等等。隨造任何業，業的顯現隨行，

正如無論到何處，我們的影子都會跟隨著。

同樣地，善業或惡業猶如我們所播的種子一

樣，遇緣就會成熟感果。業有善、不善和無

記等，不善業由貪瞋痴所生，猶如樹根有

毒，無論樹上長的任何花葉都有毒。不善業

在這一生和當來的多生，都會產生苦果。業

可分身業、語業和意業。

同樣地，善業是無貪瞋痴的行。以慈和悲

為基礎的行叫作善業。舉例來說，如果樹根是

有藥效的，那麼無論樹上長的任何枝葉花果，

都是有藥效的。任何無染汙的行都是善業，善

業在現在和當來多生都會產生樂果。 

此外還有非善非不善的業，也就是無

記業，譬如行、坐等。由於這些業不會產生

惡果，所以它們優於不善業；另一方面，因

為它們不會產生任何善果，所以它們不如善

業。所以將它們轉化為善業就變得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棄捨惡業，如果想要離苦，就一

定要從它的因遮止。如果一直沉迷於苦因，

不可能享受快樂。因此，我們一定要從棄捨

惡業，連最微小惡都不放過。俗話說：「集

諸水滴能成大海。」因此，我們一定要盡可

能多造善業。雖極小善也要努力積集。至於

非善非惡的無記業，可以透由改變背後的意

樂，以及善巧的菩薩行而轉化為善業。

以上是不淨現分的扼要說明。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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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念三寶經》
法尊法師　從藏譯漢

頂禮一切智智尊！

如是佛、薄伽梵者，謂：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

諸如來者，是福等流，善根無盡。安忍莊嚴，福藏根本，妙好間飾，眾相花敷，

行境相順，見無違逆。信解歡喜，慧無能勝，力無能屈。諸有情師，諸菩薩父，眾聖

者王，往涅槃城者之商主。妙智無量，辯才難思，語言清淨，音聲和美；觀身無厭，

身無與等。不染諸欲，不染眾色，不染無色。解脫眾苦，善脫諸蘊，不成諸界，防護

諸處。永斷諸結，脫離熱惱，解脫愛染，越眾瀑流。妙智圓滿；住去、來、今諸佛世

尊所有妙智；不住涅槃，住真實際。安住遍觀一切有情之地。是為如來正智殊勝功

德。

正法者，謂：善說梵行。初善、中善、後善。義妙、文巧。純一、圓滿、清淨、

鮮白。佛、薄伽梵，善說法律。正得，無病，時無間斷。極善安立，見者不空，智者

各別內證。法律善顯。決定出離，趣大菩提。無有違逆，成就和順；具足依止，斷流

轉道。

聖僧者，謂：正行、應理行、質直行，和敬行。所應合掌，所應禮敬。清淨功

德，淨諸信施。所應惠施，普應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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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教授名為《隨念三寶經》，經名當中

的「寶」字，其梵文為रत्न (ratna)，讀

如「曰阿」，藏文譯成དཀོན་མཆོག (dkon.mchog)，

讀如「棍秋」，並非直譯。譯者當時認為如

果把它譯成藏語的「珠寶」，會被誤以為是

寶石、黃金、銀器，珊瑚等等的東西。因此

譯者決定把它譯成「棍秋」，意指「極稀

有」或「極優異」，這是譯者自己透露的細

節。彌勒菩薩在《寶性論》
1 中，解釋「極

優異」的意思時說：「一般來說，非常寶貴

的事物有六種特性：稀有、無垢、有力、世

間美飾、超勝，和不變。」
2

云何名「隨念」？謂任何已知三寶功德

者，應當隨時牢記在心。設若作是云：「隨

念三寶功德有何勝利？」答云：「隨念三寶

功德諸勝利中，生信解是其一。」於佛生信

《隨念三寶經》釋
（一）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1.  《寶性論》：Uttara Tantra，此為梵名，直譯「上續」，中譯有作《大乘無上續論》，簡稱《上續
論》，另有作《究竟一乘寶性論》，簡稱《寶性論》，即本譯文所採用之譯名。法尊法師譯《菩提道
次第廣論》中，亦作《相續本母》。

2.  如偈言：真寶世希有，明淨及勢力，能莊嚴世間，最上不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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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例子略舉如下：信解佛能示我現前、究

竟之樂道而皈依佛；於佛生信解能令我生起

為利有情的菩提心，是成佛的因；信解佛能

策勵我造作善行，譬如禮敬諸佛、供養諸佛

等。接下來，於法生信解能策勵我生善法

欲，了解法義之後，就會生起欲修行心。於

僧生信解能令我自然而然地渴望成為菩薩，

也會令我生起想要供養其他菩薩的心。

總之，信解三寶能令你發自內心生起

要造善業，會引導你尋求皈依，也會策勵你

修七支供養，就是供養具有無量功德的皈依

境。如果你不信三寶，內心生不起法功德，

如經云：「焦種不生果實。」 3

隨念三寶功德有無量福報。往昔迦葉

佛正在說法時，有一女孩經過，聽到佛法。

她心想迦葉佛的聲音非常悅耳，因而生起對

迦葉佛語功德的信心。她由此善根而得生天

中，這是經上說的。那麼，如果你能隨念佛

一功德而獲善根，同樣地，聞思修經和注疏

的功德，也一樣可以獲得善根，這是無庸置

疑的。

梵文सूत्र (sūtra)，讀音「修多羅」，譯

成藏語為མདོ། (mdo)，可以理解為佛所說諸多

不同主題之結集，這部經名為《隨念三寶

經》。當譯者把這部經從梵文譯成藏文時，

他加了皈敬文：「頂禮一切智智尊！」這一

部經分成三個部分：《隨念佛經》、《隨念

法經》、《隨念僧經》。

《隨念佛經》釋

宣說隨念佛功德的來源有二：《小乘隨

念三寶經》和《大乘隨念三寶經》。以下是

根據《小乘隨念三寶經》來宣說佛功德：

如是佛、薄伽梵者，謂：如來、應、正

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

這一段出自《小乘隨念三寶經》第一

段，關於佛功德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翻譯，如

果我們依照小乘經的順序解釋，會有一些差

別。譬如「布達」
4 ，在小乘經當中是被省

略掉的，如果要照著小乘經的內容去解釋，

會有困難。因此，經文開始才使用了「如

是」、「佛、薄伽梵」。此外，如果要繼續

解釋經文中的那些字，必須從「薄伽梵」開

始解釋，才具足佛的九種功德。無論如何，

我們稱具足這九功德的人為「布達」（也就是

佛）。這一部小乘經的意思是這樣，無著菩薩

和世親菩薩在他們各自的註釋中有類似的描

述。

薄伽梵

經文中所列舉的九功德當中，第一個

3.  如《大般涅槃經》卷第31, 34中云。
4.  布達：梵文बुद्ध (buddha) 之音譯之一，也就是今譯「佛陀」，略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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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薄伽梵（佛陀是薄伽梵），是從梵語  भगवन ् 

(bhagavan)音譯而來，藏語作བཅོམ་ལྡན་འདས།（讀
音「宗登喋」）。佛的第一功德稱作薄伽梵的意

思，是因為他摧滅障礙證菩提的魔軍。或許

有人要問：「佛陀有什麼障礙？」正當佛陀

在菩提樹下快要證得菩提的時候，遭到天子

魔
5 百般障礙。因此，佛陀的主要障礙是天

子魔。由於佛陀摧滅了魔軍而證得菩提，所

以稱為薄伽梵。此外，薄伽梵另外的意義是

佛陀也摧滅了三毒（也就是貪瞋痴），如十二緣

起支所說，或二障（煩惱障和所知障），故稱薄伽

梵。

薄伽梵的梵文第一個部分是「薄伽 

(bhaga)」，有「破壞、幸運、極優異」等意

思。第二個部分是「梵 (van)」，是指「有」

的意思。因此，它的意思是指「有壞」，或

者「壞應壞者」。所以，這個字的意思就是

「具有能壞應壞事物之功德者」。於是像這

一種人就被稱為薄伽梵，或「宗登」
6 。因

為他具有這一切的功德，所以就被稱為薄伽

梵。

現在，藏文譯師在這個字的後面加上了

「喋」
7 。這個理由是由於藏文ལེགས་ལྡན།可以

用བཅོམ་ལྡན།代替，而ལེགས་ལྡན།的意思是「大自在

天」，為了避免誤解，所以譯者加上「喋」

以作為區別，於是變成ལེགས་ལྡན་འདས།或བཅོམ་ལྡན་
འདས།。藏語「宗」8 字的意思是「壞滅四

魔」：煩惱魔，如貪瞋等；蘊魔，由無明等

生起之種種染汙；死魔，行者由自身業力而

亡，別無選擇；天子魔，即障礙修行的欲界

天。因此「宗登」的意思是指佛陀已經摧滅

這四魔。

「宗登」的另一個含義是「六盛德」
9 ，也就是六種殊勝功德。第一德是自在圓

滿，意指沒有任何學者能夠以「你教法中所

說的因明不正確」來非難佛陀。第二德是形

色圓滿，意指佛陀的形色相好莊嚴，超勝於

諸天。第三德是祥瑞圓滿，理由是佛行領域

極廣大，圓滿成熟之弟子極眾多。第四德是

名稱圓滿，他的聲名隨著弟子所到之處傳揚

出去。第五德是智慧圓滿，透過智慧證得遍

知世俗諦和勝義諦的一切智智，無錯謬地了

知一切事物。第六德是精進圓滿，佛陀能夠

自在任運而不厭倦地同時為無量有情造業作

行。

如來

佛的第二尊號是「如來」，藏語ད ེ ་བཞ ིན ་

5.  天子魔：the Mara of the Son of the Gods. 簡稱天魔。
6.  宗登：藏語 ཅོམ་ལྡན།之音譯，即「有壞」之義。
7.  喋：藏語འདས།之音譯。
8.  宗：藏語བཅོམ།之音譯。
9.  六盛德：藏語ལེགས་པ་དྲུག之義，全稱ལེགས་པའི་ཡོན་ཏན་དྲུ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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གཤེགས་པ།，梵語तथागत (tathāgata)，音譯「多陀

阿伽陀」，這個尊號的意思是如實了知一切

法的自性，強調佛是圓滿導師，故名如來。

稱名如來的主要原因是佛陀所傳的教授，無

不顯示一切法的實相，沒有別的。佛陀從未

傳授任何邪見，故名如來。

應

佛的第三尊號是「應」
0 ，藏語དགྲ་བཅོམ་

པ།，梵語阿羅漢，藏語的第一個音節   ，指
內心生起妄想的煩惱，譬如貪瞋等。那些

煩惱叫作「賊」，因為它們對修善造成障

礙，又由於這種障礙會令我們痛苦，所以稱

它們為賊。佛摧壞所有的煩惱，所以叫作

「應」，也就是「殺賊」的意思。
q 因此佛

圓滿斷煩惱障。

正等覺

佛的第四尊號是「正等覺」，藏語

ཡང་དག་པར་ར ྫ ོགས་པའ ི ་སངས་ར ྒ ྱས།，梵語संयक्स ंब ुद ्ध 

(saṃyaksaṃbuddha)，音譯「三藐三佛陀」。

云何正等覺？謂圓滿一切菩提功德，與圓滿

解了一切知見者。佛即是已經證得圓滿解了

一切知見智慧者，因此，圓滿證悟的佛是無

上師。譬如，具有應供功德的聲聞乘諸阿羅

漢，雖然他們已經斷除內心生起的一切煩

惱，但是他們在說法的時候，仍然會犯下一

些錯誤，而且他們並不了知諸法實相。此

外，譬如印度教等外道的老師們，他們都不

具備已斷一切煩惱、無錯謬講說、了知諸法

實相等功德。

明行圓滿

佛的第五尊號是「明行圓滿」
w ，明行

二詞指示成佛之道。設作是云：「欲證佛

果應修何道？」如下當說。首先解釋「明

行」當中的明，譬如，我們要走到另一個鄉

鎮，需要依賴眼睛和腳，在這一個例子中，

「明」就像是眼睛，而「行」就是我們要

站和要走的基礎—腳。因此當我們走的時

候，要依賴眼睛看和腳走。同樣的道理，要

得到佛果位必須依靠知識（也就是明）和基本修

行（也就是行）。在增上三學中，明即是增上慧

學，行則是增上戒學和增上定學。增上戒學

和增上定學是增上慧學的基礎。簡而言之，

透過修習增上三學可以到達佛果位。

10.  應：又曰應供，為梵語阿羅漢之意譯。義為「智德圓滿，應受人天供養」。
11.  殺賊：賊者，謂見惑、思惑也。以其劫功德之財，奪智慧之命，故名為賊。阿羅漢能斷見惑、思
惑，故名殺賊。

12.  明行圓滿：又譯作「明行足」，梵語विद्या चरण संपन्न (vidyā-caraṇa-saṃpanna)，音譯「鞞侈遮羅那
三般那」，藏語རིག་པ་དང་ཞབས་སུ་ལྡན་པ།。明謂正等覺，行足謂戒定慧三學，佛依三學得證菩提，故號明行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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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上慧學是要令心了解諸法實相；增上

戒學是要令我們棄捨諸惡行；因為我們的心

不能自在而轉，我們的心不能安住一境（也就

是說，心是散亂的），所以需要增上定學。令心洞

悉諸法實相需要住心一境性，而在修成就法

（金剛乘本尊修法）或修儀軌的時候，就有機會

獲得住心一境性或住心善所緣，那時候的心

識狀態叫作「定」。

我們還可以用八正道
e 當中的第一支

「正見」來解釋明，而其餘七支代表行。因

此，要到達解脫城就需要依靠八正道。此

外，還可以用「三明」
r 來解釋明，行則代

表具六支，即戒圓滿。 t

佛的第六尊號是善逝，藏語བདེ་བར་གཤེགས་
པ།，梵語सुगत (sugata)，音譯修伽陀，「修」

的意思是「福」或「樂」，「伽陀」的意思

是「去」，整個意思是「依安樂大道，往福

樂之地」。因此，修伽陀的意思是你利用一

條快樂大道，到達快樂的目的地。有一些其

他的教派，並非一條快樂大道，譬如印度

教的修行中，有些修行者在冬天會長時間

把自己浸泡在冷水裡，而有些則是在棘床上

或坐、或臥。這些修行方式令他們自己承受

很多的痛苦。然而，佛弟子不以那些方式修

行，他們走快樂大道，以快樂的修行得到佛

果。因此，修伽陀的意思是「快樂地去」。

印度教行者認為，如果你過於貪著身心上的

快樂，那麼就會生起貪欲。基於那種理由，

他們都認為應該修苦行。然而，這些印度教

的修行形式，被佛教徒認為是錯謬的。為什

麼這樣說呢？當我們太快樂的時候，會變得

渴求。相反地，當我們身心承受痛苦，折磨

自己的時候，會變得很沮喪，甚至會起瞋恚

心。因此，造善業是能令我們解脫三有的方

法。換句話說，透由這些悅意的方法，我們

可以從輪迴的束縛中獲得解脫。不論你相應

哪一種修行，應該確定所做的行為將引導你

走向解脫三有。否則的話，只是修苦行全然

無意義，而且永遠得不到增上的果報。

此外，如果我們詳細地看修伽陀的詞

義，我們會了解修有「善妙」、「永不復

還」、「完全的」、或「沒有例外」等意

思。伽陀的意思可以了解為佛的斷德和證

德。如果我們只把佛的斷德與證德以善妙來

解釋，那麼，對於斷德而言，第一個音節的

修，就應當理解為「不再犯」。佛一旦斷除

了諸煩惱，那些煩惱將永不復還。因此，佛

的斷德是完全斷除的。譬如一旦得了天花，

13.  八正道：Noble Eightfold Path。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14.  三明：three supernatural perfections。即六神通當中的宿命、天眼、漏盡等三通也。
15.  具六支，即戒圓滿：謂安住具戒、善能守護別解脫律儀、軌則圓滿、所行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
畏、受學學處等六支圓滿，戒才得清淨。參考《瑜伽師地論》卷第二十二〈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
初瑜伽處出離地第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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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疾病治愈之後，你有生之年都不會再患

這一種疾病。同樣地，譬如我執，一旦你斷

除諸煩惱，不論什麼外境或內境現起時，這

個我執再也不會現行。因為這個原因，所以

佛被稱為「善逝」，意指佛已經圓滿而徹底

斷除。

然後，我們再從證德的觀點解釋善逝。

因為佛圓滿了知一切法，所以我們稱他為善

逝。譬如，一裝滿水的瓶子，不可能再加入

一滴水。其他傳法的師長，譬如阿羅漢、聲

聞和獨覺，雖然已經斷除一切煩惱障，不再

有煩惱，然而，他們不具有證知一切法的功

德。因此，其他教派的師長並不具備善逝所

代表的這種二元功德。法稱論師《釋量論》

對於佛功德，或善逝功德之宣說，特別詳細

地以「善妙」、「永不復還」、和「沒有例

外」解釋佛的斷德和證德。同時，佛的名號

和證悟事蹟，譬如世間解、調御丈夫、無上

士、天人師等，在經中都有詳細的解釋。不

過，在這裡我們只能扼要地說明。

佛的第七尊號是「世間解」，藏語འཇིག་
རྟ ེན་མཁྱ ེན་པ།。因為佛知道所有弟子的種性，所
以被稱作「世間解」。佛知道哪些弟子有過

失、哪些人增上、哪些人將墮或已墮惡趣。

佛有看清這一切的能力。更進一步，他也有

能力知道哪些有情要從下界受生上界，以及

哪些有情已在解脫道上。因此，佛是一切智

者，被認為是世間解。

佛的第八尊號是「無上士調御丈夫」
y ，藏語，སྐྱེས་བུའི་འདུལ་བའི་ཁ་ལོ་སྒྱུར་བ་བླ་ན་མེད་པ།。為什
麼佛的尊號為無上士調御丈夫呢？眼見眾生

一生一生的輪迴，佛斷除那些有幸能夠走在

通往解脫城之道的有情的煩惱。對於那些眾

生，佛將沿著那條大道引導他們。

「調御丈夫」在這裡意指什麼？他就好

像駕御馬手或其他車輛的人。隨著眾生的根

器和能力，佛引領他們走向解脫道。所以，

佛被稱為調御丈夫。

「無上」謂無人能超越引導眾生趣向解

脫的佛陀。經中列了一些佛陀無與倫比的理

由，只有佛陀能夠調御難調的眾生，就連那

些心相續為無明所覆的人，也能夠調御。譬

如，佛陀的弟弟孫陀羅難陀 u，由於沉溺於

其妻孫陀利
i 的美色，不樂出家，佛以善巧

方便教化，令成比丘，並引導修行，最後證

得阿羅漢果。另外一個是關於央掘摩羅
o 的

公案，他是一個恐怖而凶猛的殺手，內心充

滿忿怒和憎恨。人們只要聽到他的名字就會

16.  無上士調御丈夫：此於《瑜伽師地論》卷第38, 83皆作「無上丈夫調御士」。
17.  孫陀羅難陀：原文只作難陀（Nanda），今為有別於牧牛難陀故，譯作孫陀羅難陀。
18.  孫陀利：原文作Pundarika，譯者今依佛學辭典所載以梵名सुन्दरि（Sundari）音譯。
19.  央掘摩羅：原文作Angulimala，係採巴利文之拼法，梵名作अङ्गुलि माल्य (Aṅguli-mālya)，藏名作སོར་

མོའི་ཕྲེང་བ།，意譯為指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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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莫大的恐怖。總之，央掘摩羅是一個非

常有名的殺人魔王。然而，透過佛陀的協

助，他出家入道成為比丘。即使如此，他仍

然令人感到害怕。有一次，他和包括波斯匿

王
p 在內的僧伽眾聽佛說法，在法會進行期

間，他突然咳了一聲，就連這樣也令國王發

抖。還有一個關於上座部
a 比丘的公案，他

稟性愚鈍，凡學習之教法，誦過即忘。他的

老師要他背om和bhu。當他背了om，就忘記

bhu。當他背了bhu，就忘記om。連這種人也

被佛陀教化成功。為了淨除他的業障，佛陀

先叫他清掃寺院大殿。透過種種善巧方便，

他淨除了煩惱業障，後來成為有學比丘。不

僅如此，佛陀繼續教他修行，最後證得阿羅

漢。
s  類似的情形，還有另外一個同樣是上

座部比丘，名叫丹傑歐松
d ，是一個非常驕

傲自大的。他有許多神通，譬如天眼通和如

意通等，因此非常傲慢、自負。佛陀為了要

調伏他，於是示現了許多神通。然而，即使

佛陀示現了那麼多的神通，但他心中還是認

為比佛陀有更多神通。為了調御他，佛陀繼

續示現更多奇蹟。終於令這個比丘對佛陀生

起淨信心，接受教法，最後證得了阿羅漢。

佛的第九尊號是「天人師」，藏文ལྷ་དང་
མི་རྣམས་ཀྱི་སྟ ོན་པ།。一般來說，佛陀教法，一雨普
潤，對所有眾生無分別、不論種姓。然而，

儘管佛陀教導一切眾生，卻只有天道和人道

眾生能夠修行。應供（梵語阿羅漢）有兩類：

天應供和人應供，沒有所謂的畜生應供。因

此，佛陀的主要弟子只有天和人。因此，佛

陀又被稱作「天人師」。

小乘解釋這部經的時候，都把這九個

名號歸為「世尊」，因此，最後這個「天人

師」圓滿列舉了佛陀的九種功德。

設作是云：「佛陀何許人也？」或謂具

足前述九種功德者，與佛世尊無二無別。梵

語「薄伽梵」的意思，通常譯作「世尊」，

有時候也可譯作「名稱」。
f 因此，如果不

用「世尊」一詞，也可以翻譯成：具足前述

九種功德者「名稱佛」。

� �(下期待續)

〔堪千阿貝仁波切開示《隨念三寶經》在堪布阿貝基

金會的贊助下，於2014年由國際佛教學院喇嘛蔣巴羅

薩和傑 • 高德柏藏翻英。在他們慨允之下得以翻印〕

20.  波斯匿王：King Prasanjit of Sarvasti，梵名 प्रसेनजित् (Prasenajit)，玄奘譯勝軍王，義淨譯勝光王。
21.  上座部：Stavira，梵文 स्थविर (Sthavira)，藏文འཕགས་བ་གནས་བརྟན་པ།。
22.  譯者按，此乃佛世時周利槃特之公案，世尊授其一簡短偈頌，令其於拂拭塵垢時反覆念誦，因而業
障漸除，據說此偈頌為「掃地掃地掃心地，心地不掃空掃地。」

23.  丹傑歐松：བརྟན་རྒྱ་འོད་སྲུང་།，人名，音譯。
24.  薄伽梵：梵語bhagavan之音譯，《佛地經論》云：「薄伽梵者。謂薄伽聲依六義轉。一自在義。二
熾盛義。三端嚴義。四名稱義。五吉祥義。六尊貴義。如有頌言：「自在熾盛與端嚴，名稱吉祥及
尊貴，如是六種義差別，應知總名為薄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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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分釋論》
作者德松仁波切的簡介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逃離康區

1958年秋天，德松仁波切開始計劃逃

離康區。首先，他勸說塔蘭寺所有的僧眾離

開。他和一些僧眾夜以繼日地逃到果雄
1 的

時候，扎烏
2 酋長（嘎區統治者）仁欽慈玲3 和

他的隨從者已經在此聚集。他們在此停留了

好幾個星期，但是有一天，他們紮營的上空

有幾架中國軍機在盤旋，有一架被仁欽慈玲

的隨從打下來。

隔天，中國步兵從營地的四面八方攻擊

過來。德松仁波切和尼瑪博士分別從不同的

路徑逃離戰區。身材高大的德松仁波切，穿

的是黃色僧袍，騎的是一匹白馬，是中國槍

手子彈的主要目標。他的妹妹阿尼琪美卓瑪
4 跟著他。他持咒，親見六道彩色光線阻擋

著子彈。中國軍隊緊追不捨地要捉拿他們，

他們成功地越過一座山脊，但是並沒有擺脫

中國軍隊的威脅。直到他們射殺了一位追

兵，使得其他的中國軍隊撤退，才暫時獲得

安全。德松仁波切逃離的時候，除了他的馬

匹之外，沒有攜帶任何個人財物，甚至連一

本書都沒帶。留在果雄的其他人，或者是被

殺，或者是投降了。

那晚，一些西藏反抗軍來和德松仁波

切分享他們的見聞。他連一個裝食物或茶的

碗都沒有。趁著中國軍隊睡熟的機會，一些

隨從回到營地，取回德松仁波切存放宗教物

品、一些食物和衣服的箱子。這個時候仍和

德松仁波切在一起的塔蘭寺僧眾，只剩下

三、四人，而全部成員人數只有十四人。

德松仁波切迂迴旅行了六個月才到達潘

波
5 地區，而尼瑪博士打算直接前往拉薩。

達嫫姑秀也寫信給德松仁波切，希望他到拉

薩來，因為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拉薩比較安

全。他在1959年2月底到達拉薩；3月8日一行

三十八、九人，包括尼瑪博士、達欽仁波切

1. 果雄：Goshung，地名。
2. 扎烏：Dra'u，地名。
3. 仁欽慈玲：Rinchen Tsering，人名。
4. 阿尼琪美卓瑪：Ani Chimey Drolma，人名。
5. 潘波：Penpo，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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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家人、阿尼琪美卓瑪和一些塔蘭寺的

比丘，回到那爛陀寺。其他人則散居在拉薩

和其他地方。拉薩地區在3月10日全面起義，

塔蘭寺的比丘請求德松仁波切去印度，因為

他們遠從康區來到這裡，希望繼續保障他的

生命安全。德松仁波切決定離開，當他告訴

達嫫姑秀時，她和達欽仁波切都決定隨同離

開。

他們一行人從那爛陀寺出發，沿途經過

了桑耶、洛扎
6 和瑪依拉卡瓊7 ，到達不丹

邊境。在離開那爛陀寺前，中國飛機向他們

低空掃射，從桑耶開始，有兩位康區游擊隊

員為他們帶路。那是一段二十七天非常艱險

的旅程。一行人必須知道哪裡有中國軍隊，

要繞過他們，還要向其他的旅者打探關於路

障的消息。

好不容易抵達邊境，不丹邊防卻不允許

他們進入，因為已經有一千七百多名藏人在

那裡等候，包括許多高階喇嘛和貴族，譬如

西藏最著名的女活佛多傑帕嫫
8 。五天前尊

貴的第十六世噶瑪巴才剛獲准入境。由於沒

有食物，因此難民們只好吃蕁麻。但是一些

不丹軍人請達欽仁波切給他們長壽灌頂， 才

供養一些米，西藏軍人也供應這一行人一

些食物。終於命令來了：「喇嘛和貴族有充

分理由可以離開，但是僧眾和窮人必須回

去。印度幫不了忙，而且那裡的生活完全不

同。不丹是一個小國家，我們一次只能接納

三百人，薩迦達欽也在第一批獲准的名單當

中。」德松仁波切因為也屬於達欽仁波切這

一行人，而獲准進入不丹的。

當時不丹總理哈宗巴
9 正好在邊境，知

道德松仁波切病重無法騎馬，因此他指示一

批接待人員護送他。有許多西藏貴族假冒達

欽仁波切的隨從，加入這一行人。他們在不

丹大約三十天之久，從不丹開始，有較多的

群眾隨著德松仁波切和他的家人前往印度西

里古里
0 ，再從那裡到卡林邦q 。

德松仁波切聽到欽哲仁波切在甘多克生

病，想去探望他卻無法立即前往，一個月後

欽哲仁波切就往生了。後來德松仁波切和達

欽仁波切一同去甘多克。德松仁波切在宗薩

寺曾經從欽哲仁波切接受了許多教授，但是

與所得到的無價教法比較，他非常遺憾沒有

能夠做到圓滿的供養，因此他發願有能力會

做更多的供養。藉由密集的旅行弘法，他最

6.  洛扎：Lodrag，地名。藏名ལྷོ་བྲག，《藏漢大辭典》釋義云：「元代譯作多洼、多宗、多哇宗。縣名。
在西藏自治區南部羊卓雍湖之南。縣人民政府駐嘎波。」

7. 瑪依拉卡瓊：Mayla Karchung，地名。
8. 多傑帕嫫：Dorje Pagmo，人名。
9. 哈宗巴：Hadrungpa，人名。
10. 西里古里：Siliguri，地名。
11. 卡林邦：Kalimpong，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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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積蓄了30盎司黃金帶到印度，儘管他和家

人都很窮困，他還是全數捐贈興建欽哲仁波

切紀念舍利塔工程。

在宗薩寺的時候，欽哲仁波切曾告訴

德松仁波切說：「祖古，你和我非常親近。

當我往生的時候，你一定要來。」德松仁波

切答應這件事。當他聽到欽哲仁波切往生的

消息，他立刻退隱而作供養，並且禁止其他

人進入他的小房間。在一次夢境或觀想中，

他看見不思議的極樂世界
w 景象（無量光佛阿

彌陀佛淨土）。在甘多克，他聽說欽哲仁波切

曾經提到說：「欽哲羅迭旺波、嘉屯拿旺累

巴、薩千等都在極樂世界，所以我也會去那

裡。」這與德松仁波切的夢境相符。

在1959年5月，德松仁波切和他的家人

搬到大吉嶺，當時達欽仁波切和達嫫姑秀已

有三個兒子—明珠
e 、阿難r 、和末底t 。

德松仁波切教明珠藏文字母，這男孩的記憶

力和閱讀能力非常好。德松仁波切和達嫫姑

秀，她的三個兒子、他的妹妹阿尼琪美卓瑪

和其他人，繼續進行三個月的朝聖之旅。他

們拜訪了菩提伽耶、靈鷲山、那爛陀和瓦拉

那西。德松仁波切在這次也見到了尊者達賴

喇嘛。

移民美國

在1960年，德松仁波切回到大吉嶺，在

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之下，華盛頓大學的威

利教授
y 來訪尋邀請博學的喇嘛到美國。在

巴黎工作的藏學先驅桑迪和亞麗安麥克唐納

夫婦告訴他：「在西藏，以薩班的學問最淵

博，他的一位後裔達欽仁波切在這裡。」當

時，德松仁波切獲聘在德里大學教職，待遇

包含薪水和一棟房子，另外還有一份在不丹

教學的工作，條件是「如果接受的話，比任

何西方人提供的待遇更優沃。」

經過占卜，德松仁波切得到的決定是

不丹最好。然而，它有附帶條件：隨行人員

不能超過三、四個人。對此達嫫姑秀非常苦

惱，請求德松仁波切接受美國的邀請，這樣

一家人才不會被拆散。他也同意了，於是全

家人在1960年8月飛到西雅圖。

尊貴的蘇康和宇拓家族，在1960年代中

期移民西雅圖，請求德松仁波切傳授灌頂。

仁波切雖然拒絕了傳授灌頂的請求，但是他

傳授了寂天菩薩《入行論》〈智慧品〉給西

藏前內閣部長宇拓；傳授尖瑞錫（觀世音菩薩）

灌頂給蘇康。這是他在美國的第一次弘法。

圖登吉美諾布
u ，尊者達賴喇嘛的哥哥，和

12. 極樂世界：sukhāvatī。
13. 明珠：Minzu，人名。
14.  阿難：Ānanda，人名。梵語，即「慶喜」之意。
15.  末底：Mati，人名。梵語，即「慧」之意。
16.  威利教授：Turrell Wylie，杜瑞爾•威利，人名。1927-1984，華盛頓大學知名藏學家。
17.  圖登吉美諾布：Thubten Jigme Nor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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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 •埃克瓦爾i 當時正在翻譯一齣西藏

戲劇，兩人經常向德松仁波切和達欽仁波切

請益，達欽仁波切也贊助埃克瓦爾教授的其

他著書。

在華盛頓大學，愛德華孔茲
o 和其他教

授說：「佛教有四部和藏傳有四派，但是他

們的觀點不同。請從教證方面的差別寫一篇

摘要。」於是德松仁波切著作了《智者言

教》
p 。 

一直到1968年，德松仁波切都是靜靜地

留在西雅圖。他走路去大學，但是途中往往

不得不休息一會兒，每天都在固定的地點坐

下來。看到他這個情形，那家人在他們的草

地上放了一張椅子讓他使用，這樣他就不會

坐在潮溼的地面。

在1969年，他動了膝蓋手術。達嫫姑秀

得知瑞典醫院的一位專家；醫院接受了德松

仁波切住院，在那裡住超過四十天。經過兩

次手術都不成功，以致於他再也不能走路或

坐公車去大學。威利教授說：「今後您就待

在家裡，學生到家裡來上課和問問題。」多

年來有一些美國學生請求皈依和教授，但是

德松仁波切送他們到印度皈依，或者送他們

到其他噶舉、尼瑪、薩迦和格魯的上師。

德松仁波切每天的修行包括十一座成

就法，清晨兩點到四點，他起床修持喜金剛

和金剛瑜伽母，然後再回去睡覺。在破曉時

分，他修持黑文殊和白度母；早餐時，他為

藏傳佛教四大派的喇嘛唸誦祈請文。上午會

客；如果沒有訪客時，他就研閱經論。午餐

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午後他接見聽眾或打

坐。他每天修持觀世音菩薩長軌一次，而在

下午則宣講短軌；此外，他每天唸誦二萬遍

「唵嘛呢唄咪吽」。他每天讚頌和皈依釋迦

牟尼佛一百零八遍、禪修金剛薩埵以及其他

種種的修持。晚餐大約在七點左右，他不曾

忘記供水和完成金財神
a 成就法。他根據實

際情況向護法作短軌或長軌供養。他睡前修

持薩班的睡眠瑜伽，總是唸誦《修心七要》
s 

，這些都是兩位叔叔拿旺尼瑪和阿羌仁波切

的習慣。

搭飛機或坐車的時候，德松仁波切以

背誦記住的經文來遣除旅途中來自十方的紛

擾；他也背誦蓮花生的教授《二十一度母

讚》和寂天菩薩《入行論》〈第十品　迴

向〉中的偈頌，以淨除旅途中的障礙。他在

每一餐之前都作供養，並且總是把茶、食物

和禮物分給訪客。他對貧窮或不安的訪客特

18.  羅伯特•埃克瓦爾：Robert B. Ekvall，人名。
19.  愛德華•孔茲：Edward Conze
20.  《智者言教》：Instruction for the Wise；              
21.  金財神：Golden Jambhala，德松仁波切出生前，他母親拾獲的一幅金財神唐卡。
22.  《修心七要》：Seven-Point Mind Trai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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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親切；如果他們的供養只有一點點，他會

以百倍回報，引述他的波羅蜜多和喜金剛祝

願作為禮物。對這些人，他毫不吝嗇，非常

親切、非常鼓勵。然而他始終拒絕傳授主要

灌頂，譬如喜金剛灌頂，他說：「如果我在

美國傳授這些，當其他大喇嘛來的時候，就

沒有什麼可向他們希求的了。」他後來的主

要弟子包括尊貴的薩迦法王和達欽仁波切、

祿頂堪仁波切和究給企謙仁波切、卡盧仁波

切、頂果欽哲仁波切、塔澤貢噶仁波切、傑

尊祺美祿頂（1938年生，薩迦法王的姊姊）和他自己

的姪女，彭措宮達嫫姑秀。

修習的本質是禪修，透由禪修，德松

仁波切對於所有的傳承系統和上師生起淨信

心。結果，他獲得一切宗派的無私敬意，而

成為不分教派運動的真正修行者和導師。他

對弟子不曾過問任何事情、沒有任何偏見，

而且從不表示贊成或反對。他拒絕所有政治

性或批判性的言詞，而且從不不愉快地談論

其他人，對於其他宗教信仰那更不用說。當

其他人談論政治時，他只是含糊答覆，除非

談到宗教，否則他不發表意見。

關於佛教在西方世界的未來，他說：

「每當佛陀的教法出現，因為觸及心靈問題

以及人們對於它的好處作出回應，所以這宗

教得以流傳開來。受過教育的人經過審視之

後會接受它，正如一個深思熟慮的人會為所

有疾病找出正確的藥。根據他們自己的親身

經驗而感激它。」對於西方人士的缺點，他

說：「在禪修的時候，他們能夠認可這套思

惟流程，但是卻很難從中解脫。」

在美國弘法

在1971年，加州肯辛頓郡依旺卻丹佛

教中心
d 曾為哦寺住持候選人的塔澤貢噶仁

波切
f （1935年生，以下簡稱喇嘛貢噶），他和他的

弟子珍妮嘉措
g 和湯姆德拉斌h 從柏克萊到

西雅圖請求皈依和觀世音菩薩灌頂，但是德

松仁波切婉拒他們的請求，並且告訴他們去

向達欽仁波切請求。喇嘛貢噶不高興地說：

「我們是為了晋見你而來的。」所以德松仁

波切很難決斷。在那個當下，門口來了一位

水果販，德松仁波切說：「這是一個很好的

緣起，把所有的水果買下來。」他們依教奉

行，德松仁波切也就同意傳授這部教授。雖

然在1960年初期到中期，他已經私下攝受了

一些弟子，包括吉恩 •史密斯j 、約翰 •雷諾 
k 
和麥克爾 •亞伯拉姆斯l ，這還是他在西

23.  加州肯辛頓郡依旺卻丹佛教中心：Ewam Chöden Buddhist Center in Kensington, California
24.  塔澤貢噶仁波切：Tartse Kunga Rinpoche
25.  珍妮•嘉措：Janet Gyatso
26.  湯姆•德拉斌：Tom Trabin
27.  吉恩•史密斯：Gene Smith
28.  約翰•雷諾：John Reyn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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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第一次公開弘法。

在1972年，尊貴的卡盧仁波切（1905-

1989）抵達溫哥華，在那裡創建佛教中心。卡

盧仁波切的隨行翻譯—洛桑拉倫巴和中心

的其他人員，想要晋見德松仁波切，因此他

們安排了一輛車在9月裡載他到溫哥華。他停

留了十天，傳授了觀世音菩薩灌頂和其他教

授與灌頂。

在1972年夏天，喇嘛貢噶派珍妮嘉措來

向德松仁波切學習《三現分》。他也邀請德

松仁波切在1973年6月到柏克萊，德松仁波切

接受了邀請，並傳授千手觀音灌頂，而且主

法一期齋戒閉關。之後，住在柏克萊的一位

寧瑪派喇嘛達騰祖古
; （1935年生）邀請德松仁

波切為新買的一棟房子主持典禮。德松仁波

切在宗薩寺的時候就認識他，兩人都在欽哲

仁波切座下修學。他只對達騰祖古傳授道果

教授。

在1974年，卡盧仁波切回到溫哥華，德

松仁波切和他交換教授。同年，在西雅圖有

七、八位弟子請求傳授觀世音菩薩釋論和前

行。他們每星期來一次，漸漸地帶許多其他

人來。於是達欽仁波切說：「我們一定要正

式成立中心。」因此，德松仁波切在那年夏

天創建了薩迦特欽秋林中心 ，西雅圖一直是

他的基地，往後十二年，他在薩迦特欽秋林

中心傳授了無量的教授和灌頂，當中包括在 

1978-79年的《三現分》。

在1974年後半，為了準備給噶舉和寧瑪

弟子傳授灌頂和教授，德松仁波切在他的西

雅圖住所進行四個月的閉關。

在1975或1976年，一位在西方弘法的年

輕噶舉喇嘛丘揚創巴仁波切
x ，來到紐約會見

頂果欽哲仁波切，請求為他完成前行的五十

名弟子傳授教授。德松仁波切對於創巴仁波

切弘法制度的報告有一些懷疑，但是當頂果

欽哲仁波切告訴他說，創巴仁波切的五十名

弟子已經完成前行時，他的懷疑消除了，而

且很歡喜。後來他拜訪了各城市的創巴法界

中心，有時候會講述創巴仁波切的前世。

在1977年，德松仁波切在紐約建立傑尊

薩迦中心
c 。那年9月7日，他開始傳授《三現

分》，內容即是本書的主要部分。賈瑞德 •婁

頓是德松仁波切這場法會和往後許多法會的

口譯。他1964年在印度向第四十一世薩迦法王

和其他人學習藏語，同時也擔任薩迦法王的

英語老師，後來他得到貝拿勒斯梵文大學
v 阿

闍黎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29.  麥克爾•亞伯拉姆斯：Michal Abrams
30.  達騰祖古：Tarthang Tulku
31.  薩迦特欽秋林中心：Sakya Tegchen Chöling
32.  丘揚創巴仁波切：Chögyam Trunpa Rinpoche (1939-1987)
33.  紐約傑尊薩迦中心：Jetsün Sakya Center in New York
34.  貝拿勒斯梵文大學：Benares Sanskri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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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10月29日，薩迦法王抵達紐

約，儘管兩位上師的弘法行程都很忙碌，德

松仁波切向薩迦法王傳授了總共有十六冊的

《薩迦文集》
b 的完整閱讀灌頂。稍後，在

溫哥華，他也口傳國燃巴索南森給
n 的作品

集（總共十三冊）。國燃巴索南森給是薩迦藏經

古典作品之注釋者，他的作品被薩迦派後代

學者公認為典範。在1978年6月，德松仁波

切回到西雅圖迎接薩迦法王，他們在那裡停

留了三個月。德松仁波切陪同薩迦法王到溫

哥華，並且在溫哥華傳授薩迦法王白度母灌

頂。此後，薩迦法王到多倫多和紐約弘法，

而德松仁波切則回到西雅圖

在1977-78年，卡盧仁波切拜訪傑尊薩迦

中心，敦促德松仁波切在大吉嶺創建新的塔

蘭寺，而且答應會協助他。卡盧仁波切告訴

德松仁波切說：「目前正法修行人非常少，

甚至有一些只懂一點點藏語的人，隨身摧帶

許多法寶，混雜許多不同系統的教義和教

授。他們混淆觀念，以致於令人難以了解。

這裡也可能發生這種現象，因此我希望建立

一處閉關中心，好讓頭腦清晰的學生可以深

入地修習正法。」

在1979年初，一位富有魅力的格魯巴老

師喇嘛圖登益西
m 來到西雅圖，在德松仁波

切的座下聽受教授，他請求德松仁波切到設

在加州博爾德溪
, 的金剛手佛學院. 攝受他

的學生。在6月，德松仁波切由尼瑪博士陪同

前往，在那裡停留了三個星期，由大衛 •傑

克森擔任口譯。他傳授菩薩戒、基礎禪修、

觀世音菩薩灌頂以及其他等等。在一位噶舉

老師喇嘛岡噶
/ 的陪同之下，他訪問了由斐

達貝荻女士
! 創建的噶舉尼師院，她曾經到

西雅圖拜訪德松仁波切。他也在舊金山喇嘛

洛竹
@ 的噶舉中心和在肯辛頓喇嘛貢噶的薩

迦中心弘法。德松仁波切在肯辛頓薩迦中心

還向一百多位信眾傳授白瑪哈嘎拉灌頂。

同年稍後，德松仁波切在明尼阿波利

斯和波士頓創建薩迦中心。尊者達賴喇嘛訪

問位在紐約的所有藏傳佛教中心；德松仁波

切在紐約聖約翰神明大教堂
# 向尊者達賴喇

嘛供曼達。當時尊者達賴喇嘛對德松仁波切

35.  《薩迦文集》：Sakya Kabum ，ས་སྐྱ་བཀའ་འབུམ།，薩迦五位創派始祖的作品集，總共十六冊。
36.  國燃巴索南森給：Gorampa Sönam Sengay (1429-1489)
37.  喇嘛圖登益西：Lama Thubten Yeshe (1935-1984)
38.  加州博爾德溪：Boulder Creek, California.
39.  金剛手佛學院：Vajrapā i Institute
40.  喇嘛岡噶：Lama Ganga
41.  斐達貝狄女士：Mrs. Freda Bedi
42.  喇嘛洛竹：Lama Lodu
43.  紐約聖約翰神明大教堂：St. John the Divine’s Syno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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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與其在這裡教西方人基本知識，不如

回印度向有學問的僧眾傳授正法。目前正缺

不分教派的喇嘛；你可以向四大派傳授正

法。」這促成了數年後德松仁波切在尼泊爾

重建塔蘭寺的決心。

結束這些訪問之後，德松仁波切每星期

繼續在紐約傳授《三現分》，直到在1980年

2月26日完成註釋為止。他然後回到了西雅

圖，在薩迦特欽秋林中心傳授一些教授和灌

頂。他到卑詩省好幾次，為卡盧仁波切位在

鹽泉島上的閉關中心加持，向當地的藏胞傳

法等等。同年，傑尊薩迦中心供養了5,000美

元作為塔蘭寺的重建經費。

重建塔蘭寺

在1981年，德松仁波切前往印度，參與

在普汝瓦拉藏人屯墾區道果教授教學。在河

岸，大批的祖古、官員和祝福者前來迎接和

供茶。大法螺響起宣布他的抵達，迎接他的

包括尊貴的薩迦法王、究給企謙仁波切（察巴

法王）、祿頂堪仁波切（哦巴法王）和其他人。

德松仁波切留在普汝瓦拉超過一個月。

在傑尊札巴嘉稱涅槃紀念日，他傳授觀世音

菩薩灌頂，並且宣講札巴的傳記，然後供養

錢、茶和食物給超過一千五百位的僧眾，因

為他抵達時，道果教授教學即將結束。西方

學生為他舉行一個歡迎派對，而宗薩蔣揚欽

哲仁波切（b.1960/1）——他自己的上師宗

薩欽哲仁波切二世（蔣揚確吉羅卓）的轉世—

請求傳授閱讀灌頂，以便與德松仁波切建立

法緣，因為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其餘

四、五位流亡的塔蘭寺比丘分別來自穆恩德

戈德
$ 、拜拉庫貝% 和卡姆勞^ 。

德松仁波切應前來參加薩迦法王傳授道

果教授的僧眾、老師、藏族居士和西方人的

請求，傳授許多灌頂和教授。尊貴的第十六

世噶瑪巴請求他前往甘多克弘法，卡盧仁波

切也請求他到大吉嶺在他希望的任何地方建

立塔蘭寺，而且再次答應給予協助。

前來參加歡迎派對的薩迦喇嘛塔利祖古
& 在回尼泊爾之前，他告訴德松仁波切說：

「印度很熱，歡迎到尼泊爾來，而且我們會

照顧你，我們可以幫助你找一小塊建寺院的

土地。請來尼泊爾看看。」於是德松仁波切

就去了尼泊爾，並且為塔利祖古的寺院的七

位祖古傳授《薩迦文集》閱讀灌頂。在第一

冊結束之後，他生了三個星期的病，但是病

癒之後，圓滿地完成口傳，同時也有許多寧

瑪派的喇嘛參加。他還傳授了一些深廣的教

授。

44.  穆恩德戈德：Mundgod
45.  拜拉庫貝：Bylakuppe
46.  卡姆勞：Kamrao
47.  塔利祖古：Tarik Tul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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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瑪法王尊貴的敦珠仁波切
* 當時在加

德滿都，德松仁波切向他徵求塔蘭寺建地的

建議，他回答說：「尼泊爾最好。」頂果欽

哲仁波切的意見也如此，而德松仁波切自己

占卜的結果和夢境也都如此，因此就決定在

尼泊爾興建塔蘭寺。

1982年藏曆新年之後，德松仁波切在馬

來西亞和在新加坡兩地的薩迦中心弘法四個

月。他回到尼泊爾之後，開始為新塔蘭寺之

建設進行種種的準備，然後在9月飛回西雅

圖。兩個星期之後，他應邀前往在洛杉磯新

成立的卓貢薩迦中心
( 。他順道造訪在肯辛

頓的喇嘛貢噶仁波切的中心，傳授了菩薩戒

和觀世音菩薩灌頂。當時卡盧仁波切也在灣

區，於是兩人也見了面。

德松仁波切在洛杉磯一個月，住在好萊

塢，到幾處中心弘法。傑尊祺美祿頂特地從

溫哥華來聽受他的教授。之後，德松仁波切

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薩迦中心十天。

回到紐約，德松仁波切搬進傑尊薩迦

中心，弘法一個月。他在波士頓薩迦中心弘

法，然後返回西雅圖，在明珠薩迦（達嫫姑秀

和達欽仁波切的長子）陪同之下，前往台灣參加

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的會議。他在台灣二個半

月，大部分時間主持弘法和灌頂，參加信眾

數以百計。

一回到西雅圖，德松仁波切隨即應台灣

一位功德主的兒子黃瑋琪博士之邀請到洛杉

磯。期間為華人團體傳授灌頂，也為卡盧仁

波切的中心、洛杉磯法界 （丘揚創巴仁波切的中

心）和卓貢薩迦中心等藏傳佛法中心弘法。

回到西雅圖，他圓滿卡盧仁波切的希

願，前往卑詩省鹽泉島，為閉關中心的學生

弘法和灌頂，時間長達三個月。他然後到溫

哥華、西雅圖、波士頓，聖塔菲、洛杉磯、

舊金山、尤金、波特蘭和檀香山，孜孜不倦

地弘法、加持和灌頂。

德松仁波切在西雅圖薩迦特欽秋林中心

最後所傳的是薩迦班智達的《牟尼密意顯明

論》
) ，弘法時間從1985年10月13日起，到

1986年1月下旬，為了這場弘法法會，他把返

回尼泊爾行程延期，那也是他最後的旅程。

他對學生強調，在他離開美國之前，圓滿這

場弘法法會對他們和對他自己的重要性。

返回尼泊爾

在1986年過完藏曆新年之後，德松仁

波切啟程返回尼泊爾。行前他說：「我現在

已經是一個老人，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死。

然而，如果能夠由我自己來決定的話，那將

會在尼泊爾。為什麼？因為三世諸佛和菩薩

都在那裡出現，那裡是所有空行母聚集的地

48. 敦珠仁波切：Dudjom Rinpoche (1904-1987)
49. 洛杉磯卓貢薩迦中心：Drogön Sakya Centre in Los Angeles
50. 《牟尼密意顯明論》：Sakya Pandita’s The Sage’s Intent，藏名ཐུབ་པའི་དགོངས་གསལ། (Thub pa’i dgongs g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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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是許多師長和弟子聚集的地方。那裡

有許多僧眾和功德主幫助完成正法事業。我

的弟子和功德主也作了大大小小的供養，希

望在那裡建立一座塔蘭寺，而且佛陀的身語

意的象徵，都已經在那地方安置了。」

他也說：「當我抵達尼泊爾，我想要背

誦《普賢行願品》，因為我在美國弘法等等

所獲得的任何功德，我的弟子和朋友透過學

習和修持所獲得的任何功德，以及供養塔蘭

寺的任何功德，絕對不能浪費，要迴向所有

眾生皆共證菩提。」

當德松仁波切在1986年2月底抵達加德滿

者，尊貴的究給企謙仁波切、塔利祖古和四

大派的所有僧眾都應邀到塔利祖古的寺院，

為塔蘭寺破土動工朗誦祈請文二十二天。儘

管寺院沒完成，但是德松仁波切很高興建設

已經開始。然後他為僧眾傳授喜金剛密續釋

簡軌。頂果欽哲仁波切抵達參加新寺院雕像

的開光儀式。

德松仁波切持續傳授教授和灌頂，充分

滿信眾的希願。然而，他在6月生病住院一

個星期，並且經歷死亡徵兆，幸好漸漸地康

復。在10月，他為藏人和西方人傳授幾天教

授。

後來不丹裔尼泊爾佛教組織負責人策

竹仁波切告訴德松仁波切，他接到傑堪布

Q （不丹竹巴噶舉派住持）一位密使的希求，請求

傳授《聲明妙音論》
W ，這是一部梵文文法

論典。組織成員尋遍不丹、印度和尼泊爾，

找不出任何人能夠傳授這部教授，似乎已

經失傳。德松仁波切說：「嘉屯仁波切一直

要我學習梵文，顯然他已經預見這個傳承未

來會中斷。因此，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傳

授。」基於這個理由，儘管寺院內的每個人

懇求他不要危害自己的健康，德松仁波切還

是接受了這項請求。「這是上師的意旨。」

他回答說。他為六、七個不丹人傳授了兩個

月，在結束的時候，依照梵文習慣，德松仁

波切為每一位學生取了梵文名字，另外還給

他們自己的照片和一美元。

德松仁波切在塔蘭宅舍（塔蘭寺喇嘛的住

處）傳授更多教授，結果病倒了。在1987年1

月薩班的涅槃日，有一整天的法會，他主持

開光儀式。在3月，那是他倒數第二次弘法，

傳授《十忿怒尊成就法》和《哦千觀世音

釋》。他的眼睛失明，而且變得虛弱。

到了4月，他的病況更加嚴重。醫生診斷

是肝炎，而且惡化了。德松仁波切昏迷了八

天。頂果欽哲仁波切和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

都趕來探望，傳授金剛薩埵灌頂等等。較早

些時候趕來的達欽仁波切，為德松仁波切傳

授長壽灌頂，並且囑咐尼瑪博士、阿尼祺美

51. 傑堪布：Je Khenpo
52. 《聲明妙音論》：Sarasvatī Grammar (Skt. Sarasvatī-vyākarana-sūtra; Tib. Dbyangs can ma’i sgra m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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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瑪和僧眾把他送去醫院。結果他們都拒絕

了，因為擔心他會死在那裡，而且仁波切自

己也點頭表示他不想去。

於是德松仁波切是在家中接受治療，由

代表西方弟子的喇嘛貝瑪旺札
E 和喇嘛卡桑

嘉稱
R ，連同他忠誠的侍者，也是親戚的達

瓦，一起照料他的需要。尼瑪博士、阿尼祺

美卓瑪、塔利祖古、格勒仁波切（來自理塘重要

的格魯派喇嘛，也是認識很久的朋友），還有其他人

等都請求德松仁波切住世，同時也說：「如

果你一定要走，那就請你速疾轉世。」當他

病得不濟的時候，尼瑪博士從德松仁波切隨

時帶在身邊的護身符盒子拿出一顆「死亡藥

丸」給他，因為德松仁波切一直交代他，當

死亡徵兆現起時，務必要在他嘴裡放一顆。

德松仁波切從昏迷中甦醒過來，但是無

法吞食或說話。然後一個早晨，當時天色還

很黑暗，他開始說話。前一天，尼瑪博士給

他一些藏藥，據說可以幫助病人恢復說話。

他還見到了究給企謙仁波切，好像把他從很

深的定中喚醒。那天早晨，德松仁波切的病

情越來越改善。達嫫姑秀來探望他，他非常

高興能夠再見她。一位寧瑪喇嘛，也是欽哲

仁波切在西藏非常親近的弟子索甲仁波切，

也前來致意。

一個月後，德松仁波切像往常一樣能夠

清楚地說話，而且也吃得正常。每個人都認

為他逐漸在恢復當中，於是更新了已經延期

很久的台灣弘法計畫，同時確定5月21日的班

機，但是當時德松仁波切的情況又惡化了。

在5月13日，德松仁波切在康區家鄉嘎

區的扎烏酋長仁欽慈玲來探望他。德松仁波

切本來不接受任何訪客，但是破例地接見仁

欽慈玲，他覺得德松仁波切非常快樂的輕鬆

交談。 仁欽慈玲問他：「你的身體還好嗎？

當你在昏迷的時候，有感到非常痛苦嗎？」

德松仁波切說：「我的身體沒有任何部分感

到痛苦。我對每一件事都很清楚，尤其是達

欽仁波切、塔利祖古、頂果欽哲和其他老師

所做的事。」他說頂果欽哲仁波切給他關於

臨終時該怎麼思惟的教誡，還加上一句說：

「頂果仁波切已經讓我準備好往生了。這些

日子，我是在恢復當中。 同時，其他人也

在幫助我，照料我，所以那是令人愉快的。

可是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一些人邀請我到

台灣，而我也答應要去那裡。他們還在問我

什麼時候能夠成行。如果我說我不能去，那

就破了一個三昧耶。如果我說我會去，可是

我的體力卻辦不到。因此實在很難決定該如

何。」

仁欽慈玲問德松仁波切是否有任何特別

的夢。德松仁波切回答：

這些日子，我有許多夢，但是難以決

定它們是好是壞。不過昨晚夢見有人來供曼

53. 喇嘛貝瑪旺札：Lama Pema Wangdak
54. 喇嘛卡桑嘉稱：Lama Kälsang Gyal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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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突然間那個曼達出現在我的身體下方。

我當時想：「我怎麼跑到壇城中央了？」 同

時，我私人房間的門被一位淑女打開了，而

我感覺到那是真實的場景，不像是一個夢。

那位淑女穿著華麗，她的頭上有綠寶石，像

康巴，顯得非常高貴、有威嚴、又美麗。

通常，我夢到她時，那是一個好兆頭。

我這一生只夢見她三次。第一次是在逃離西

藏前夕；做了這個夢之後，我的旅程遇到了

困難。第二次是在美國，那個夢之後，連續

好些年弘法都很成功。但是前兩次她不論在

美麗、威嚴或裝扮方面，都比不上昨晚的模

樣，因此我認為它是一個好兆頭。

德松仁波切然後和仁欽慈玲開玩笑說，

夢境「一定是指示你今天要來看我。我們是

親戚，我非常快樂你在我能夠說話的時候

來。」不過，他似乎已經確認夢中的淑女是

他家族的家神退敵女神
T 。

在5月15日，德松仁波切問：「頂果欽哲

在嗎？」得到的回答是他離開加德滿都了，

他的情況有些惡化。那天德松仁波切告訴喇

嘛貝瑪和格西蔣揚楚春：「今天有人來希求

建立法緣，到時候我們來唸誦三遍《普賢菩

薩行願品》，我會仔細地聽，你們兩個清楚

而緩慢地唸誦。」在這之後，德松仁波切說

了三遍：「薩班的加持真的很棒。」

喇嘛貝瑪問：「仁波切指的是薩班的上

師瑜伽，還是他的某些教授呢？」

德松仁波切回答：「我不是指上師瑜

伽，而是指薩班本身，是說薩班與佛陀無二

無別。」這些是他最後的遺言，沒有留下信

函，也沒有任何關於他轉世的明確指示。

頂果欽哲仁波切在5月16日大約早上八點

回來，以他自己的前額碰觸德松仁波切的前

額，一面提醒他要提起正念，一面傳授《智

慧上師注疏》
Y 。 德松仁波切深深地吸氣，

然後呼氣，接著就停止呼吸了。

塔利祖古到達之後修持《不思議金剛

瑜伽母禪修》
U 。頂果欽哲仁波切為入定姿

勢作前行，然後唸誦祈請文。他告訴其他人

說：「他現在入定當中。」

德松仁波切在房間中身著僧袍以三摩地

坐姿入定三天，在第三天下午，進行淨身、

換穿新僧袍，交抱的手中放著一個金剛杵

鈴，由塔蘭寺的僧眾修持「禮敬法體」。在

第四天中午，在塔蘭寺屋頂上的窣堵波
I 舉

行荼毘大典。塔利祖古和他寺院的僧眾在大

體上供放觀世音、普明大日如來
O 、和喜金

55. 退敵女神：Maksorma，藏語དམག་ཟོར་མ།
56. 《智慧上師注疏》：Instruction of the Gnosis-Guru，藏名ཁྲིད་ཡིག་ཡེ་ཤེས་བླ་མ།。
57.  《不思議金剛瑜伽母禪修》：Inconceivable Meditation of Vajrayogi ī
58. 窣堵波：Stūpa，梵語音譯，藏語མཆོད་རྟེན།。
59. 普明大日如來：Kunrig，為藏語ཀུན་རིག之羅馬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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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曼達，然後塔利祖古朗誦《喜金剛葬儀》
P ，由堪布蔣揚協饒帶領的塔蘭寺僧眾朗誦

《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
A 。

一大早，就有許多來自四大派的僧眾和

居士前來獻哈達和致上他們的最後敬意。喇

嘛貝瑪，喇嘛卡桑代表德松仁波切的西方弟

子，還其他僧眾一起修持觀世音法門。參加

者當中也有許多西方人士。

當窣堵波點燃之後，立刻猛烈地燃燒，

同時在高空中出現七隻禿鷹。然後，用泥漿

覆蓋整個窣堵波，靜候吉祥日的到來。當再

打開窣堵波時，在塔蘭寺東方立刻升起一道

清晰的彩虹，此後，每隔七天就下一場陣

雨。根據普明大日如來的傳統，骨頭由七位

喜金剛閉關修行者收集，然後磨成粉，與黏

土混合鑄成本尊小雕像，分發給每一位希求

的弟子。這些全在德松仁波切圓寂後四十九

天之內完成，在這期間所有的僧眾集體朗誦

《普賢行願品》。

目前有兩座大型的德松仁波切舍利塔：

一座在加德滿都的塔蘭寺，另一座在西雅圖

的薩迦特欽秋林中心。薩迦法王在1987年應

尼瑪博士的請求，開示一篇祈請文，其中提

到關於德松仁波切：

大悲是您心續的本質，

因此我們請求您

不要為了自己而常住法界，

為了眾生和教法，

祈求您再現色界。

1991年11月12日德松仁波切的轉世索

南汪杜
S 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出生，父親是藏

人丹津丘培喇嘛
D ，母親是美國人卡洛琳達

瓦卓瑪喇嘛
F 。他是由尊貴的達欽法王和薩

迦法王兩人共同認證的。在他將近兩歲的時

候，父親死於車禍。索南汪杜在1994年3月8

日於塔蘭寺正式認證和座床，同年4月6日由

薩迦法王為他舉行剃度出家儀式，當時達欽

法王授予他正式名字為拿旺貢噶德千確吉尼

瑪
G 。第四世德松仁波切和母親目前住在塔

蘭寮房
H ，在他的年紀能夠接受正式教育以

前，將跟隨塔蘭寺的僧眾學習藏文。

60.  喜金剛葬儀：Hevajra’s funeral rite
61. 《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Purification of the Lower Realms
62. 索南汪杜：Sönam Wangdu
63. 丹津丘培喇嘛：Tenzin Choepel Lama
64. 卡洛琳達瓦卓瑪喇嘛：Carolyn Dawa Drolma Lama
65. 拿旺貢噶德千確吉尼瑪：Ngawang Kunga Tegchen Chökyi Nyima
66. 塔蘭寮房：Tarla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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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於黑暗洞穴
德松仁波切開示

文殊雜誌編譯小組 譯

在
我們學習《三現分》的這個階段，最

好能把每一個段落脈絡都連結起來。

在這裡要提醒諸位，《三現分》是分成三部

教授來學習。第一部是講授關於凡夫眾生的

不淨現分，這一個階段的學習目標，是要喚

醒遠離執著今生的事物。第二部是講授道的

現分，這一個階段的學習目標，則是協助醒

覺自他和對修行的情操。換句話說，要訓練

我們對修行生活生起更寬廣的詮釋，所以我

們努力的目標是指向達成自利利他的最高修

行利益，而不是只為了自己。第三部教授是

關於證悟者的清淨現分。這樣的規畫，可以

讓我們正確掌握努力的目標。最後這一部教

授，如本書所涵蓋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激勵

我們對於獲得果位的熱忱。

我們目前學習的是關於第一階段的教

授—不淨現分，在這個階段裡，主要教授

包括(1)總體認識輪迴自性、(2)思惟暇滿人身

和修行正法機會難得、(3)念死無常、(4)決定

現在未來的業果法則。前兩項我們已經深入

討論過，現在要來思惟念死無常。

正如我們前面說過的，思惟無常是有益

的。透過思惟無常，讓我們明白壽盡極速和

生定有死，激勵我們認真修習教授，並且協

助我們喚醒至誠的修行態度。也就是說，它

策勵我們珍惜目前的機會，遮止我們不如理

修行，只在玩樂，自欺欺人。

除非我們對無常有些認識，譬如它影響

到我們的壽命，否則很難喚醒我們對大乘佛

教中厭離教授和精進修行的真正興趣。進而

能夠了解為什麼大多數人對佛教不感興趣。

即使當他們值遇這些教授時，也沒有激起特

別感興趣的意樂，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專注在

別的地方。這套能打動清醒的人的教授，對

那些大多數人並沒有產生同樣的效力。但是

當你願意認真修習無常教授時，你將發現任

何階段和任何形式的大乘修行，都會隨著你

對這種特殊情形的認知，而更加豐富。因為

你的淨信和精進，禪修變得更加有效。

我們說過，精進是修道成功的唯一關

鍵，除非你能夠透過精進堅持修行，否則沒

有辦法體驗其他修行者所經歷的道次第。精

進是高階經驗的必要條件，不能假造或強

迫；唯有透過正確思惟無常來策勵它。一切

想中，無常想是為第一，由無常想能淨除我

們所有的自欺、我慢和懈怠，總而言之，要

令我們生起殷重修行的心。

我們已經說明了思惟決定死和思惟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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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即使如是思惟已，如果你仍然對於死

亡迫近和自己的無常感覺遲頓—你覺得你

的壽命似乎還會 定地持續下去，對於死亡毫

無焦慮感—那麼，繼續打坐，並且如下思

惟：

我現在既無病痛，又無罣礙，繼續活下

去的必要條件都具足，似乎還可以繼續過一段

好日子。而且，我享有食物、衣服和舒適的家

具，親友環繞，總之，我的日子過得很有意

思，也相當愉快。不過，正因為這是我現在的

經驗，我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能忽略死亡的威

脅。儘管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應該安住現

狀，享受目前擁有的這些經驗，也希望長命百

歲，但是，顯然過不了多久，我的情形必定會

改變，而且我一定要捨離這一切。

我必須捨離現在喜歡的任何人和任何地

方，而遠走他世的日子將會到來，到時候，我

必須獨自無伴而赴不知名，而且可能很恐怖的

地方。因為隨著一分一秒地消逝，而那一刻卻

不斷地逼近，無疑地我一定要面對那一天，所

以，我現在最好把它放在心上，如此一來，才

能作好心理準備，如理如法地盡最大努力修習

菩提教授。可是我的修習意樂下劣，我祈求上

師和三寶慈悲加持，令我時時刻刻憶念無常，

為我的死亡作更好的準備。

大致如此思惟，而且要數數思惟，直到

這種覺受生起，你才能至誠祈求。配合這些

說明，再加上我們已經宣說的教授，應該足

以喚醒你思惟死亡。

《諫王經》
1 中有甚多關於常時思惟念

死無常的教授，經文大意說，當你忙於世

俗事務時，應該特別想到自己即將死亡。例

如，當你在愉快地交談時，刻意地想起無常

教授，並且提醒自己：

儘管我現在和朋友愉快地交談著，但是

和他們永久分離的那一刻必定到來。

當用餐的時候，不論氣氛多麼愉快，或

者食物多麼好吃，慎重地如下思惟：

儘管我現在正在享受愉快的一餐，但是

臨終時，不論吃喝，我都不會有任何食欲。

就算我有機會吃，那根本對我毫我益處。

當你穿上最好的衣服時，思惟：

現在我穿著好衣服，但是我被壽衣包覆

丟棄的那一刻必定到來。

當坐在舒服的汽車裡時，提醒自己：

現在我坐在一輛舒適的汽車裡，但是我

被抬棺者抬走的那一刻必定到來。

當我坐在舒服的椅子或沙發上時，如下

思惟：

現在我坐在好座位上，但是我被丟棄到

黑暗洞穴的那一刻必定到來。

即使有這些令人沮喪的思惟，也要試

著說服自己說，這一切真的會過去。真的是

這樣，雖然你現在享受著現有生活的所有安

樂，但是被迫棄捨這一切安樂的那一刻終將

到來。以非常清醒的意識思惟這些，你即使

1.  《諫王經》：Advice to a King Sūtra (Rāja-avavādaka-sūtra)。收錄於大正藏第十四冊經號514，漢譯《佛
說諫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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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通常的安樂時刻當中，你會發現對於念

死無常漸漸獲得定解。

這種思惟有助於喚醒我們內心對於現

有可以認真修行的機會覺得會稍縱即逝的感

覺。不是希求我們長壽，反而要試著縮短我

們的時間，以便我們不再以為還有許多年，

甚至數十年，可以實現我們所希望的每件

事；相反地，我們了解不能把未來視為理所

當然。這樣我們會更加感謝現在所擁有的機

會，而且加強我們努力的誠意。

死無定期

死無定期之因分三：(1)人的壽量無定、

(2)死緣極多、(3)活緣少。

關於人的壽量無定討論如下：通常，考

慮是否信仰宗教或參加修行的人，多半都會

藉口拖拖拉拉。即使理智上相信決定會死，

但是他總認為：「我目前很健康，而且顯然

還可以享有健康好一陣子，應該還有修行

的時間。雖然我應該在死前好好地努力，但

是，我覺得還可以等到最適合修行的時機。

更何況，我真的還沒準備好放棄享樂，因此

我認為我可以再享樂好幾年，等我稍微老一

點的時候，我自然會準備放棄它們。到時候

我就會認真修行。」

他也可能認為：「我真的應該馬上修行，

我自己很清楚，但是我目前的情況還需要再工

作幾年，多存一些錢，並且為我將來的修行作

最好的安排，因此我明年會開始計劃。」

這種想法簡直是自欺欺人。首先，沒有

人能夠保證將來還能修行。如果你認為你確

實有這個保證，那麼是誰向你保證可以如你

所願的？也許你計劃明年開始修行，或者在

你的下半輩子要開始修行，那你有什麼樣的

保證它真的會發生？你怎麼確定可以活那麼

久？

如果你誠實以對，你將必須承認你不知

道明年是否會在這裡或者已經在下一生。你甚

至不能確定下個月或下星期還會在這裡。當你

真正面對這個問題，你真的不知道明天早晨是

否還活著或者已在中陰。《法句經》說，

明日與後世，未詳孰先至，不重明日

計，當勤後世利。 
2

《俱舍論》解釋說：

此洲壽不定，後十初叵量，餘三洲壽

定。贍部洲壽不定，同時，亦非由共業決定

壽量。 
3

回到《法句經》：

一類胎中死，如是有產地，又有始能

爬，亦有能行走。

有老有幼稚，亦有中年人，漸次當趣

沒，猶如墮熟果。 4

因此，毫無理由對於我們的生命不會在

今天結束充滿信心。我們完全不能保證在這

2.  譯者按，此處直接引用仁欽曲札譯《掌中解脫》p. 435，然書中並未載明為《法句經》所說。
3.  譯者按，英文所謂《俱舍》云，僅前兩句可得，餘遍尋不著漢譯《俱舍》有類似語意。
4.  譯者按，此處直接引用法尊法師譯《菩提道次第廣論》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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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結束之前不會死。如《入行論》說：

或思今不死，安逸此非理；吾生終歸

盡，死期必降臨。
5 

第二，思惟死緣極多，故恐無定期。甚

至當我們試著以推理方式再保證我們的可以

長壽，卻沒有可以安逸的理由。事實上，我

們可以舉出三個很好的理由來斷定壽命只會

更短，而不會更長： 

(a) 身體和生命力非常容易被分開。身體

是一部很精緻的機器；人的生命則是非常微

妙、非常易碎的力量。要把身體和生命分開

不用太大功夫。

(b)  每個人都一定會死，死主是絕不客氣

的。沒有任何免死的方法，當面對死亡的時

候，人類平常避免痛苦或不悅情形的策略都

毫無用處。

(c)  剝奪人命的惡勢力數不勝數—疾

病、非人、險境、逆境、損害如空氣和水等

生活必需品。任何疾病都可以使我們犧牲，

任何危害生命的情況隨時都可以讓我們陷

入。

關於第一個理由，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我

們會有額外的時間，仍然可以用來做一些事

情，但是事實上沒有方法知道那些時間會不

會突然間被一連串不幸的外力中斷。就好像

突然一陣風把燈燭吹熄，但是它的燈炷其實

是沒問題，而且容器中的油還是足夠的。儘

管可以讓它繼續點燃的條件還存在，但是，

它就是猛然地被熄滅了。同樣地，我們的生

命也可能被突如其來的種種外力結束，儘管

還有其他活緣存在。如月官菩薩在《弟子

書》中說：「猶如勁風吹燈燭，此生無保剎

那存。」
6
 

龍樹菩薩更進一步建議如何思惟這個

問題。他說，我們應該認清身和心是很容易

被分開的。能夠一口氣接一口氣地吸氣是很

神奇的事；每天早上能夠醒來是值得驚奇的

理由；儘管死緣極多，活緣稀少，而我們能

夠繼續存在，那實在是一個奇蹟。正如他在

《親友書》當中說：

此生壽命多損害，猶如燭處強風中，是

故壽量無決定。

此命較泡尤無常，出息入息能從睡，有

暇醒覺最稀奇。 7

其次，死無定期，因為死亡不能搬開

或逃避。死主極殘酷，一心一意要拿走你的

生命。死主絕不可能看著你說：要「這是一

個多麼好、多麼友善、以及多麼好心腸的傢

伙啊。我想我們可以讓他多活一下下。」死

主不可能讓你脫鉤，就像追捕一隻鹿的獵人

一樣，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抓到牠，然後殺了

牠。當死主接近你的時候，他從不會臨時突

5. 譯者按，此處直接引用如石法師《入菩薩行》譯注〈第二品　懺悔罪業〉第58偈。
6.  譯者按，此偈頌英文原稿作龍樹菩薩《親友書》，譯者查證認為應是月官菩薩《弟子書》(སློབ་མ་ལ་སྤྲིངས་
པ།)第65偈。

7.  譯者按，此是《親友書》第55偈，然英譯有別於坊間流通之四句偈，如：「壽命多災無恆定，尤甚風
吹水上泡，出息入息眠睡間，有暇醒覺實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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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改變要殺害你的念頭。如寂天菩薩《入行

論》中說：「死主不足信。」 8

最後，因為疾病、非人等惡勢力極多，

所以死無定期。讓我們稍微仔細思惟各種死

緣，內外大種失調的時候，死亡就能發生。

當外在的地、水、火、風失調或不平等時，

結果會導致喪命。內在裡，身體內極熱、極

冷，或大種失調，你可能很容易死亡。無論

什麼原因，如果你被非人干擾，導致你生

病，甚至自殺，就可能死亡。你也能被山崩

埋葬、被洪水沖走、被困在火宅中、被龍捲

風捲走等等，這些事情都致你於死地，而且

這些情況時有所聞。

體內四大不調，譬如地大失調，可能

抽搐而死；水大失調，可能得心臟疾病；火

大失調，可能發燒而死。同時，不需要太多

的想像力，就可以了解日常生活中，有很多

致死的情形。我們吃的食物，可能會成為死

緣。人們會因為其他有情而失去生命，不論

是非人或兇手。甚至連陌生人、朋友或親戚

都可能把你殺了；實際上任何人都可能臨時

起意殺你。

一切時處有千百萬種不同的疾病威脅人

類，四周圍的人因疾病而死。你不能免於這

些疾病，而且可想而知的是，你可能突然得

病而死。政治因素的情形也一樣，你可能死

於戰爭、社會動亂等等。

第三，死無定期，因為延命因緣極其

稀寡。人的生命要依靠什麼來維持呢？需要

能夠免於飢餓的飲食、免於酷寒的溫暖、免

於惡劣天氣的庇護所。這些都是延壽勢力，

但是它們都極微劣，然而威脅生命的事物，

卻是成千上萬，而且每天都會遇到。還有，

平常的活緣甚至也會變為死緣，譬如食物烹

調不當而變成毒物；本來是要抵擋惡劣天氣

的房舍，由於建造不當，可能倒塌或失火，

將你困在裡面；甚至親友也可能瞬間與你為

敵，致你於死。

並非只有生病的人凋零而死，年輕力壯

的人也經常受到死亡的打擊。誠如我們說過

的，幼童和年輕人，根本沒有想到死亡，也

沒有任何死亡的徵兆，隨時可能被打倒，那

些因病臥床不起和因病衰弱的人，反而可能

存活多年。只靠目前的健康狀態，不能理所

當然地視為會長壽的理由。

總之，人的生命極脆弱易滅，它只依賴

極少的因緣支撐，只有最佳因緣才能延續生

命。生命遭受著許多不利因緣和敵對勢力圍

攻，隨時都非常容易致命，即使你年輕、健

康也不例外。如聖天菩薩的《四百論》說：

「為死故而生，隨他行本性，現見是為

死，非是為存活。」 9

結行的時候，如下思惟死無定期：

雖然目前我享有健康的身體，也有能夠

繼續活下去的條件，但是如果我認為可以活

得長久，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的活緣

8.  譯者按，《入行論》〈第二品　懺悔罪業〉第33偈第1句。
9.  譯者按，直接引用法尊法師譯《中觀四百論頌》〈第一品　明破常執方便品〉第2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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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極不穩定，而且很容易變成死緣。死緣

極多，無論是內在的或外在的，我和其他人

一樣，很可能淪為死緣的俘擄。有可能由於

疾病、猛獸、或任何其他的因緣，隨時都可

能遭受突然的死亡。

既然如此，我應該對自己誠實，同時棄

捨認為自己會長壽可以如理修行正法的思惟

習慣。考慮到這一點，我一定要更重視現在

修習這部教授的機會。我要在活著的時候，

不畏障礙和干擾，一定要努力從內心增長功

德。我一定要修習的教授就是這部道果教

授。祈願上師、三寶給我加持，使得我的修

行沒有任何耽擱。

雖然這種思惟方式似乎不是很吸引人

的消遣，或者說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它的效

果驚人。舉一個公案來說，有一位住在離薩

迦不遠的西藏富商，他名叫拉查喀甲
0 ，我

認識他，還到過他非常華麗的豪宅拜訪。他

就相當於薩迦的洛克菲勒，所以當然是知名

的成功商人。但是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刻，他

決定開始修行，於是開始思惟死和無常。雖

然他不是特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甚至不是

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儘管他在生意上非常成

功），但是他對這部教授非常認真，而且

真實思惟。結果，他知道自己終將要死的事

實，以及認知到過於執著此生的事業，或

者為了逐漸失去的收益而自私自利是不聰明

的，因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修習念死無常一陣子之後，拉查喀甲變

成非常有布施心。他前往扎什倫布寺，供養

大量的穀粒給四千多位住在那裡的比丘，給

他們足夠禪修好幾個月的必需品。他也成為

其他寺院的大施主，非常慷慨地把他的財富

用在促進佛法修習方面。他建造許多供經行

的塔廟，也為虔誠的村民建造許多轉經輪；

他邀請八位比丘常住自己的豪宅，唸誦許多

祈請文，儼然成為一處虛擬寺院。

然後，不但他自己出家，妻子也出家，

甚至連所有的孩子都成為比丘和比丘尼。思

惟無常的結果，就是使他的眷屬全部出家。

最後，拉查喀甲生了病無法再修行。儘

管唸誦祈請文、遵照醫生處方吃藥，他的病

情毫無起色，結果身在臨終所臥的床上，眷

屬和隨從傷心欲絕，但是他把他們全部都叫

來床邊，告訴他們：

這些措施實在沒有任何意義。事實上，

面對這一刻，我已經準備很長一段時間了，

知道遲早我也必須死亡，而且情形很可能非

常類似。現在即將死亡，我早已作好準備。

深知我的財富和時間都花在修行和協助其他

人修行，我對於所做的任何善行，全無懊

悔。我對於未來也沒有任何焦慮。即使躺在

臨終的床上，我也完全沒有任何不快樂的感

覺。我關心大家，也希望鼓勵大家把餘生全

部投入佛法修習。盡你所能去學習，並且也

協助其他人修行。因此請大家多保重。

這是一個藉由傳授念死無常的一些觀

念，就能徹底改變平常生活的例子。

10.  拉查喀甲：Lhatsa Kargyal，人名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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