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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以歡欣之情，宣佈薩迦文殊佛學會期刊，正式創刊！

佛法是黯夜明燈，歷史証明對於疲於奔馳的人類心靈，唯有佛

法才是最符科學精神的救世良藥。現今處於五濁惡世的末法時

代，物欲橫流，眾生深陷貪瞋癡的泥淖中，唯有修持佛陀正

法，才能為個人帶來真正的清淨安祥，進而能將慈悲與和諧推

廣於社會，使整個法界有情皆能清安自在。

對於薩迦文殊佛學會的全體會員，同心協力促成此份期刊的誕

生，本人給予高度肯定與讚許。相信此份期刊不僅能為讀者帶

來各項訊息，且能將諸佛如來之珍貴法藏――尤其是薩迦傳承

法脈的菁華，引介到每一家庭中，從而使法輪常轉，澤被廣大

眾生。

 

本人為此佛行事業的吉祥圓滿，衷心祝禱!

 

薩迦法王  200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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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薩迦法王蒞台弘法期間， 8月10日在法王的祝福下，本中心正式成立，

法王期許我們成為其在台弘法主要中心之一，主導其在台弘法事業，我們除主

修法王在台所弘傳之法教，並支持法王在世界各地之佛行事業。

我們目前製作薩迦法王網站，報導法王在印度及世界各國弘法實況，為了方便

更多人及偏遠的地區，網路線不發達地方，我們計畫出學會的刊物，陸續刊登薩迦

歷代祖師們的傳記，薩迦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初、智慧金剛仁波切、究給企謙仁波

切、祿頂堪千仁波切…等具德上師的開示，薩迦法王弘法活動的報導，及佛法相關

訊息，也歡迎大家來稿分享您修行的經驗，或生命當中感動令人值得分享的故事。

目前計畫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出刊。文殊季刊在法王的期許及祝福下順利

出版，今將薩迦法王的祝賀詞刊登於內。

本中心及中心的刊物皆剛成立，需要十方佛友共同的支持與贊助，歡迎提供我

們各種不同的意見與指導，衷心期許這季刊能讓大家得到薩迦法王智慧甘露的加

持，以及更進一步了解其弘法的實況及其在印度佛行事業的大要，更願此刊物讓大

家在佛法的修道上能有些許的助益。

編 者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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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2009年弘法行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2月6日∼9日 大威德金剛灌頂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2月10日 20根本戒之口傳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2月17∼23日 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2月25日 藏曆新年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3月2日 薩迦法王長壽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3月4日
薩迦法王陞座50週紀念大典
及長壽佛灌頂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3月5日∼11日 薩迦法王達蘭沙拉之旅 達蘭沙拉

3月12日 薩迦殖民區布魯哇拉之行 布魯哇拉

3月15日 長壽佛灌頂 布魯哇拉

3月16日∼18日 普巴金剛大灌頂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3月19日∼25日
薩迦法王府特殊護法祈願法
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3月29日∼30日 尼師廟開光大典 尼師廟

3月31日∼4月1日 時輪金剛大灌頂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4月2日 21度母灌頂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4月3日∼9日 金剛無我母成就大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4月12日 護法殿功德主紀念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4月25日∼6月2日 道果三現分、三密續教學
Drogmi Retreat Center,

雪梨澳洲

6月3日 從雪梨前往紐西蘭

6月3日∼6月10日

憤怒蓮師灌頂、阿彌陀佛灌
頂、普巴金剛灌頂
大悲心與大手印雙運之觀音
菩薩灌頂及佛法開示：如何
從煩惱中解脫、三乘要義

紐西蘭－奧克蘭

6月11日∼12日
伏藏蓮師灌頂、普巴金剛灌
頂

金剛總持寺，澳洲

6月12日∼14日
佛法開示：和平與大悲、遠
離四種執著
普巴金剛大灌頂

法輪寺
(布里斯本,澳洲)

薩
迦
法
王
二○

○

九
年
弘
法
行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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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6月15日∼17日 21度母灌頂及教授 凱恩斯，澳洲

6月17日∼18日
佛法開示：遠離四種執著
文殊菩薩灌頂

阿德雷得，澳洲

6月19日∼21日
般若佛母灌頂、三怙主灌頂
佛法開示：八思巴祖師－年
輕人的莊嚴

澳洲

6月23日∼28日

皈依戒與金剛薩埵灌頂、長
壽佛灌頂
佛法開示：八思巴祖師－佛
法贈禮

乖亞拉，澳洲

6月29日∼7月5日
文殊菩薩灌頂、菩薩戒
佛法開示：牟尼密意顯明論

SIBA，澳洲

7月6日∼7日 皈依、菩薩戒、黃財神灌頂
Kyegu Buddhist Insitute

雪梨，澳洲

7月9日∼13日
大手印灌頂及教學、長壽佛
灌頂、歡送會

Sakya Tharpa Ling
雪梨，澳洲

7月13日∼18日 新加坡弘法之行 新加坡

7月19日∼8月2日 蒙古國弘法之旅 蒙古國

8月5日∼15日 聽度仁波切坐床大典
Bylakupe Mysore

印度

8月31∼9月10日 普巴金剛成就大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9月19日
薩迦法王生日
(藏曆8月1日，長壽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9月20日 女眾佛學院開光大典
印度大悲禪修寺

(曼都哇拉)

10月8日∼11月12日 珍寶曼百尊結集灌頂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10月28∼11月5日 喜金剛成就大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11月23日∼12月2日 普賢祈願大法會 尼泊爾-藍毗尼園

12月11∼18日 三昧耶護法祈願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12月26日∼2010年1月1日 勝樂金剛成就大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2010年1月8日∼14日 護法托瑪供養回遮大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2010年2月6日∼12日 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2010年2月14日 西藏新年 印度薩迦寺(德拉敦)

薩迦法王2009年弘法行程表

8 文殊．創刊號　2009 • 春

薩迦季刊9804a.indd   8 4/22/09   11:27:28 PM



薩
千
貢
噶
寧
波
傳

薩
千貢噶寧波是藏傳佛教薩迦派創寺

五祖之首，生於西元1092年的薩迦

一地。西元1073年，薩千的父親孔貢秋

嘉波創立了薩迦派﹒她的母親是瑪桑嫫。

薩千是大悲觀音的化身，當他出生時，伴

隨著許多殊勝的異象。因為所有見到他的

人都感到非常喜悅，故薩千被命名貢噶寧

波，其意為所有人喜悅的心要。

薩千貢噶寧波具有異於常人的聰慧，

他很早年就開始學習讀、寫、算術、天文

和詩詞。他的學習很徹底，且是體能專

家，精通藥學、梵文、詩歌和作文等等，

並成為這些領域的著名大師。他由他的父

親那裡領受了喜金剛灌頂以及其他許多佛

法的教授。

當薩千11歲時，他的父親孔貢秋嘉波

去世，對於繼承寺院的大任而言，薩千實

在是太年幼了，所以他的母親瑪契桑嫫委

任偉大的巴利譯師當薩迦寺的住持，直到

薩千長大成人為止，當巴利譯師推薦薩千

應作文殊菩薩－的閉關時，薩千當時直在

只有11歲，但身為未來的法座持有者，他

將要開展極大的智慧。閉關一開始時，不

同的障礙均以不動明王 (Arya Achala) 之

修持而被克服，當所有障礙逐漸獲得平息

之後，薩千經驗極大的禪修的體証。

經過六個月禪修之後，薩千親見文

殊菩薩化現在關房之內，文殊菩薩賜與他

四句偈之教授，薩千體悟所有大乘成佛之

道。這個殊勝的教授爾後成為廣為人知的

《遠離四種執著》。

在同時，文殊菩薩並示現一個淨觀加

持薩千，他示現由自己心中有七支智慧劍

化現出來，並融入薩千心中，表徵將有七

位文殊菩薩的化身將出身於薩千的後代子

孫，而且他的傳承將永遠受到這個智慧本

尊的加持。由於這個淨觀的加持，薩千開

展了極大的智慧，而且變得毫不費力，就

完全了解所有現象。

薩千貢噶寧波持續接受完整的訓練。

12歲時，他的老師決定他應當去龍約密，

跟隨當時阿昆達摩論最負盛名的老師─創

提達瑪寧波學習該法門。當薩千抵達創提

的寺院時，由於有許多學生早就在該處受

教了，薩千無法找到任何僧房，只得自行

於庭院的一角，以一塊布簾作了一個簡單

的遮棚為自己的休息處。鄰近處有位僧人

患了天花，當時沒有任何一人，願意照顧

薩千貢噶寧波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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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患者，薩千生起了極大的悲心，一直

照顧他直到康復為止，結果卻使他自己感

染了天花，而且病得極為嚴重。他的母親

於是前往照顧、安慰他，他逐漸得康復。

最後他由創提達瑪寧波那兒，領受

了完整的俱舍論 (Abhidhara Kosha) 的教

授。他只聽聞一次就可以完整記住所有內

容並了解無誤，每一個人對於他的聰慧均

感到十分訝異。

後 來 薩 千 開 始 學 習 邏 輯 ， 但 薩 迦

寺的住持鼓勵薩千暫時把邏輯的學習放

一邊，並返回薩迦寺接受巴利大譯師的

教授與口傳。巴利譯師在這些年已漸漸

年老了。巴利譯師把許多佛經教授傳給

薩千，包括般若的論集(Treatise on the 

Paramitas) (Noble Jeweled Wal) (Sutra of 

Many Buddhas) 巴利譯師同時也傳受了

許多密續的教法給薩千，包括事部兩百

部 (two hundred segments of kriya tantra) 

行部大黑天和(Yamantaka and Mahakroda 

Vinjaya) 瑜珈部的密集金剛本續和註釋五

部 (five texts on the root and explanation 

of Guhyasamaja Tantras) 和龍樹菩薩所著

之釋論以及許多別的教授。

巴利譯師獻給薩千一座稱為“如意滿

願寶”的著名瑪哈嘎拉石像，這一座神聖

的塑像是收集在薩迦傳承的瑪哈嘎拉四支

教授中的一支。巴利譯師把薩迦的法座傳

給了薩千之後未久就過世了。

薩千接續由許多著名大師那兒接受許

多教授和灌頂，他雖然早已由他父親那裡

領受過喜金剛三續的教授，又再次在孔傑

瓦達巴接受一次這些教授以及其他釋論、

補充教授和口傳以及其他的詳盡教授。薩

千對於每一個教授皆能輕易純熟，是孔傑

瓦達巴80多位學生中最聰明的，在所有的

教授裡，他的了解往往是最深入的。孔傑

瓦達巴去世之後，在他的遺願中，他指派

薩千領導他所有的學生和寺院，薩千接受

了這個任務，並考慮要受出家戒，但他的

老師勸他為了眾生以及佛法延續廣傳，如

果薩千維持在家的身分，將有更遠大的利

益。

薩千貢噶寧波前往梅大譯師之處拜

訪，並且領受了許多不同的密續教授，

包括勝樂金剛根本密續和釋論。若干年之

後，梅譯師再次邀請薩千前往，並給予他

更多完整詳盡的灌頂和教授，尤其包括瑪

哈嘎拉灌頂和法本教授。

梅譯師給薩千瑪哈嘎拉的聖物，一

個黑幡，一個九股金剛杵和非常著名的聖

巴那播普序(Senba Ngapo Phurshi) 的瑪哈

嘎拉面具。這個面具是薩迦壇城所聚集的

瑪哈嘎拉四支中最殊勝的所依聖物。當他

把這個神聖的所依物給薩千之際，如同一

個人告訴另一個人般，告訴瑪哈嘎拉說：

「現在我年紀已大，不再需要你了，由現

在起，你應該跟隨薩昆氏傳承以及他們的

後代子孫，照他們的吩咐去做。」

薩 千 非 常 希 望 能 領 受 珍 貴 的 道 果

教授，他到處尋找著名的仙通秋巴喇嘛 

(Lama Shangton Chobar) 最後終於在薩裳 

(Sagthang) 找到他了。仙通秋巴喇嘛以非

常詳盡的方式傳授道果給薩千，薩千以謹

慎的態度作這個禪修，當最後的口傳完全

圓滿峙，仙通秋巴喇嘛指示薩千說：「未

來的18年，你不可以教授或口傳這個教法

給其他人，甚至也不可以做有關的文字記

錄。18年後，你將成為這個法教的持有

者，屆時是否要將他付諸文字，或傳授給

別人，完全由你自己決定。」他因此將此

教法完全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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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通秋巴喇嘛同時也授記薩千說：

「如果你完全以個人的修持為主，將可以

在此生達到大手印的成就，但是如果你以

傳授佛法給他人為主，將可以利益無數眾

生，尤其你將有三位以肉身就可以達到大

手印的弟子，七位達到忍位的弟子，以及

約有80位弟子可以得到殊勝的證量。

薩千為了確保不忘失珍貴的道果教

授，他立誓每月修持一次完整的道果，並

且每日持誦6、7次道果金剛句。他嚴謹地

遵守仙通秋巴的指示，絕口不對任何人提

及，也不付之任何文字。

18年之後，阿桑喇嘛 (Aseng Lama) 

聽說薩千貢噶寧波持有道果傳承，於是前

來偈見並要求給予教授。薩千認為這是個

殊勝的徵兆，所以單獨傳授道果傳承給阿

桑喇嘛，他並且寫了道果精要。

在此之後，薩千根據不同弟子的請

求，傳授了許多次道果，並且寫了11部

相關的釋論。其中以薩千為聶格西 (Geshe 

Nyak) 所寫的包含最完整的意義，也是所

有的解說中最簡要的一部，亦為最著名的

一部，這個版本至今仍然是最通用的。

薩千所有的弟子之中，有11位持有道

果口耳傳承的心子，和七位為薩千的著作

做了註解的心子，以及四位學養與証量圓

滿的大師。

偉大的薩千貢噶寧波掌持薩迦派的

法座一共48年，由他20歲到67歲。他把

珍貴的道果教授和瑪哈嘎拉的修持帶入薩

迦派，並堅固地把薩迦傳承建立在解行並

重的基礎上，他的兒子亦為文殊菩薩的化

身，其中蘇南則謨和傑尊扎巴蔣稱分別被

稱為薩迦二祖和三祖。

於西元1158年，地虎年時9月的第14

日，薩千在雅魯嘉瓦嘉求安祥地在眾勇父

空行的陪伴下往生淨土。當他往生時，即

使是一般大眾都是親耳聽見天樂，聞到異

香遍及整個地方，並且看見充滿光明和彩

虹的天空，大多數人親自看見薩千的身體

離開時化現為四部份，一部分到極樂世

界，另一部分到普陀拉，第三部分去了烏

迪亞那，第四部份到了北方金色界。荼毘

之後，薩千貢噶寧波的聖灰被灑在一個湖

上，勝樂金剛壇城化現在湖面上如同彩繪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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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既然生而為人，在我們日常生活

之中，就有許多必須要做的事情，

譬如說我們需要有住的地方，吃的東西，

需要有醫療、衣物等等，但是，對我們這

一生影響最大的就是殊勝的佛法。我們此

生得以生而為人，然而這一個人身，從很

多的角度來看，都是非常難以得到的，特

別是像我們這樣遠離諸多逆緣的人身是非

常難得的，遠離諸多逆緣已經很困難了，

還要再具足所有的順緣，那就是難上加

難了，不僅僅非常的困難而且也十分的珍

貴，這樣的暇滿人身比所謂的滿願寶還要

更為珍貴，不僅我們具足了一切的順緣，

而且還能夠進入佛門，還有機會來聞思修

學佛法，像這樣的機會在將來也很難能夠

再得到，既然機會是如此的珍貴與難得，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把它虛耗，當我們具足

了黃金般的機會，我們就要使我們此生得

到最大的意義。

因為在實相上，一切眾生皆本具如

來佛性，也就是說我們的自心本性從來不

為任何的染污所垢染，所謂的障礙都不過

是暫時的，所以當眾生具足一切必要的順

緣，一切因緣，這裡所指的眾生不只指人

類而已，它們都有機會能夠圓滿成佛，因

為我們的自心本性從來不為障礙所染垢，

如果所謂的自心本性是能夠被障礙所染垢

的話，那麼我們將永遠也不能夠除去這些

障礙，就好像黑炭它本性本來就是黑的，

不管你洗多久，怎麼努力的洗，黑炭也不

可能洗成白的，正因為所謂的障礙是暫時

性的，所以當我們使用正確的方法除障之

後，就能夠使它永遠不再生起。因此如果

我們有正確的方法，以及精進的修持，那

麼一切眾生都是可以圓滿成佛的，然而，

在當下的我們，雖然有純淨的自心本性，

但這個自心本性卻完全為障礙所覆蓋，只

要有障礙存在，我們就無法從輪迴之中得

到解脫自在，只要我們還在輪迴之中，就

不可能遠離痛苦。

我們把所謂的世間的存在約略分為

六道，也就是三惡道及三善道，首先，

三惡道之中的地獄道裡面充滿著無量的痛

苦，在我們人道，不管有任何的痛苦，多

薩迦法王開示 ─      

如何從煩惱中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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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痛苦，和地獄道的痛苦比起來都是微

不足道的，第二個惡道，餓鬼道，在餓鬼

道裡面也有無量無邊的飢餓及渴的痛苦，

即使只是為了一滴雨一滴水，在餓鬼道裡

面也要百千萬年才能得到。第三個惡道是

畜生道，畜生道是六道裡面就在我們人道

附近，畜生道的眾生無明愚癡深重，就好

像是石頭裝在腦袋裡面一樣，同時它們也

飽受種種的痛苦，在畜生道裡面就算是能

夠飽餐一頓，也是時時刻刻生活在恐懼之

中，恐懼其他的動物以及人類的攻擊，所

以三惡道之中都充滿著無量無邊的痛苦。

接下來是所謂的三善道，一般認為

三善道裡面是苦樂參半，但是在實相上

面，其實三善道裡面也沒有真實的安樂，

依據佛法所說，有三種的痛苦，第一種叫

做「苦苦」，什麼叫做苦苦？就是痛苦的

自身，我們一般所認為的身心上面的痛

苦，第二種的痛苦叫做「壞苦」，所謂的

壞苦，這個壞就是變異，變化的意思，也

就是那些我們一般以為是快樂的東西，而

這樣的苦是一種變化的，也就是我們看起

來，是很安樂的，其實它會變化，例如

說，我們在一個非常冷的地方，忽然間

進入一個暖的屋子裡面，我們感覺到很快

樂，脫離了冷的痛苦，但是如果這樣的快

樂是恆常的，那麼當我們進入這樣的屋子

裡面，我們待上愈久的時間，應該感到愈

快樂才對，但其實不然，我們在一個溫暖

的地方待久了之後，就開始覺得熱起來，

所以我們又想要到冷的地方去，所以這樣

的一種安樂是一種相對性的安樂，而不是

真實的安樂，所以一般我們感到快樂的事

情，在實相上面它是痛苦的。

第三種的痛苦我們叫做「行苦」，

也就是因緣聚合所產生的痛苦，這是指那

些我們一般認為是不苦不樂受，這意思是

說，只要我們生在輪迴之中，我們所長的

就是這個樣子，這個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

痛苦，這個就是說，我們不論身處何處，

不論和誰相處，不論我們所做的工作是

什麼，永遠都不可能得到滿足，我們總是

有所抱怨，這也就是說，整個六道輪迴之

中，都是痛苦的，譬如說我們生而為人，

沒有人可以避免掉人道裡面主要的生老病

死的痛苦，那麼同時在修羅道，也就是在

人道和天道之間，在修羅道裡面，它們的

嫉妒心非常的重，因為它們常常要跟天道

來做比較，然而由於它們的福德不如天道

的眾生，所以它們每次都是被打敗，而遭

受許多的痛苦。

132009 • 春　創刊號．文殊

薩迦季刊9804a.indd   13 4/22/09   11:27:35 PM



以天道而言，有三種不同層級的天

人，第一種是住在欲界天的人，在欲界天

的天人，雖然他們所在欲界天的環境是這

麼的美好，他們的食物都是甘露為食，而

且他們的受用非常的好，同時他們的壽命

也非常的長，但是由於他們不斷的受用所

欲，所以歡樂的時光總是過的非常的快，

有一天他們會看到自己將要死亡的徵兆，

由於天人具有「有漏的神通」，所以當他

發現自己的死兆生起的時候，知道自己將

要面臨死亡，而且死後要墮入惡道之中，

所以它的心裡面就生起很大的恐怖。

另外兩種更高境界的天人，就是「色

界天」和「無色界天」的天人，雖然他們

沒有我們這種可以看到的痛苦，但是等到

有一天他們的定力喪失的時候，像他們的

禪定是屬於世間的禪定，就好像是鳥飛翔

在虛空當中，不管鳥能夠飛得多高，最後

它一定要落地，同樣的，當他們從甚深禪

定當中出定之後，就會從天道墮入惡道之

中而飽受種種痛苦，所以在不同層次的天

道，乃至於整個輪迴之中，除了痛苦的層

次有所差別之外，痛苦的本質是沒有差別

的，就好像火性是熱，不管是大火或者是

小火，它的本性都是熱。

同樣的，輪迴的本質就是痛苦，所以

在這個世間，不管你有沒有宗教信仰，不

管你是哪一個種族，不管你的意識型態是

怎麼樣，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所有

的眾生，包括人類，乃至於所有的動物，

昆蟲，都希望能夠遠離痛苦，然而大多數

的眾生，都是那麼樣的無明愚癡，他們並

不知道痛苦的苦因來自何處，也不曉得究

竟安樂的樂因為何，雖然人人都希望能夠

得到安樂，然而由於無明愚癡的緣故，大

多數的眾生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不但已經

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且不斷的造作更多的

苦因，要除去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

修持殊勝的佛法。

因為佛是這麼樣偉大的一位聖者，

他發菩提心是為了要利益一切的眾生，

同時，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積聚福

德與智慧兩種資糧，除去所有的障礙（煩

惱障與所知障），斷除一切的障礙之後，

圓滿的生起一切的證悟，成就無上正等正

覺，在具足這樣的大智慧之外，佛的大悲

心，視一切眾生好像是自己的獨子一般，

所有的母親都疼愛自己的子女，但是當她

只有一個獨子的時候，這時候母子之間的

情分就特別的深，所以佛對一切眾生的大

悲心，就好像是母親對獨子般的疼愛，因

此在我們此生之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修

持佛法。

雖然一切眾生本具如來佛性，然而

人道的眾生卻有最好的機會來修持佛法，

因為如我們先前所說，人身是非常的難得

珍貴的，因為善用此生，無論是聲聞、圓

覺，乃至佛果，我們都有機會可以成就，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珍貴難得的人身，遠比

滿願寶更加珍貴，當我們得到這樣機會的

時候，很重要的就是要來修持佛法，不但

修持佛法非常重要，而且不要有任何的耽

擱，亦即需要精進。

佛說一切有為法皆是無常，所謂的

「有為法」就是因緣和合所生，一切因緣

所生法都是無常的，一切「有為法」都是

無常，特別是我們所得到的這個人身，壽

命不定，許多的外、內的因素都能夠使我

們突然的短命，然而能夠使我們能夠延長

壽命的原因卻非常的少，所以隨時都可能

會發生任何事情，所以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這樣黃金的時光，隨時都可能失去，而將

來想要獲得像現在這樣的機會是非常難得

的，因之我們如果不能善用此生讓它獲得

些許成果的話，那就比入寶山空手而回的

損失要更大了，所以當我們有了現在這麼

好的機會，很重要的就是，精進的修持佛

法。

而所謂修持佛法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首先要能夠了解因果

業力，因為佛陀曾說，我們生生世世，所

有的色聲香味觸等等，都是由過去的業所

生，我們生生世世每一世所面對的各種苦

樂都不是外力所造成的，它也不是無因而

生，所有萬事萬物都有其個別的因與緣。

我們此生之中所遭受的痛苦，例如短

命、多病，求不得，這種種我們生命中不

順遂的事情，都是自己自作自受，也就是

我們過去所做的因，我們現在所受的業報

就是過去由於煩惱染污所造作行為的果，

就好像是一棵樹，如果樹根有毒的話，那

麼這一棵樹的花、葉、果、枝，都是有毒

的，同樣的，所有一切出自我們煩惱的所

作所為都稱為不善業，那麼不善業是如何

生起的呢？它的根本就是無明愚癡，所

謂的無明就是我們不了解諸法實相，不但

不能夠了悟自心本性，反而透過種種的概

念，我們執著有一個「我」，這個時候就

有「能、所」的產生，所謂的「能、所」

就是指主觀以及客觀。

「能」主觀是能夠去看的這種意識；

「所」就是所被看的這樣的東西，外境，

從無始以來到今天，生生世世我們都有強

烈的我執，因為如果有一個所謂的「我」

的話，那麼這個「我」必定要有一個名

字，要有一個身體，或者是它必須要有一

種心的相續，我們當然知道，「名字」

絕對不是「我」，因為名字是別人給我們

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改名字；我們也可以

發現，「身體」不是「我」，因為所謂的

身體也不過是五大的組合而已，所謂的身

體就好像是一座佛寺一樣，一座佛寺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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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道而言，有三種不同層級的天

人，第一種是住在欲界天的人，在欲界天

的天人，雖然他們所在欲界天的環境是這

麼的美好，他們的食物都是甘露為食，而

且他們的受用非常的好，同時他們的壽命

也非常的長，但是由於他們不斷的受用所

欲，所以歡樂的時光總是過的非常的快，

有一天他們會看到自己將要死亡的徵兆，

由於天人具有「有漏的神通」，所以當他

發現自己的死兆生起的時候，知道自己將

要面臨死亡，而且死後要墮入惡道之中，

所以它的心裡面就生起很大的恐怖。

另外兩種更高境界的天人，就是「色

界天」和「無色界天」的天人，雖然他們

沒有我們這種可以看到的痛苦，但是等到

有一天他們的定力喪失的時候，像他們的

禪定是屬於世間的禪定，就好像是鳥飛翔

在虛空當中，不管鳥能夠飛得多高，最後

它一定要落地，同樣的，當他們從甚深禪

定當中出定之後，就會從天道墮入惡道之

中而飽受種種痛苦，所以在不同層次的天

道，乃至於整個輪迴之中，除了痛苦的層

次有所差別之外，痛苦的本質是沒有差別

的，就好像火性是熱，不管是大火或者是

小火，它的本性都是熱。

同樣的，輪迴的本質就是痛苦，所以

在這個世間，不管你有沒有宗教信仰，不

管你是哪一個種族，不管你的意識型態是

怎麼樣，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所有

的眾生，包括人類，乃至於所有的動物，

昆蟲，都希望能夠遠離痛苦，然而大多數

的眾生，都是那麼樣的無明愚癡，他們並

不知道痛苦的苦因來自何處，也不曉得究

竟安樂的樂因為何，雖然人人都希望能夠

得到安樂，然而由於無明愚癡的緣故，大

多數的眾生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不但已經

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且不斷的造作更多的

苦因，要除去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

修持殊勝的佛法。

因為佛是這麼樣偉大的一位聖者，

他發菩提心是為了要利益一切的眾生，

同時，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時間，積聚福

德與智慧兩種資糧，除去所有的障礙（煩

惱障與所知障），斷除一切的障礙之後，

圓滿的生起一切的證悟，成就無上正等正

覺，在具足這樣的大智慧之外，佛的大悲

心，視一切眾生好像是自己的獨子一般，

所有的母親都疼愛自己的子女，但是當她

只有一個獨子的時候，這時候母子之間的

情分就特別的深，所以佛對一切眾生的大

悲心，就好像是母親對獨子般的疼愛，因

此在我們此生之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修

持佛法。

雖然一切眾生本具如來佛性，然而

人道的眾生卻有最好的機會來修持佛法，

因為如我們先前所說，人身是非常的難得

珍貴的，因為善用此生，無論是聲聞、圓

覺，乃至佛果，我們都有機會可以成就，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珍貴難得的人身，遠比

滿願寶更加珍貴，當我們得到這樣機會的

時候，很重要的就是要來修持佛法，不但

修持佛法非常重要，而且不要有任何的耽

擱，亦即需要精進。

佛說一切有為法皆是無常，所謂的

「有為法」就是因緣和合所生，一切因緣

所生法都是無常的，一切「有為法」都是

無常，特別是我們所得到的這個人身，壽

命不定，許多的外、內的因素都能夠使我

們突然的短命，然而能夠使我們能夠延長

壽命的原因卻非常的少，所以隨時都可能

會發生任何事情，所以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這樣黃金的時光，隨時都可能失去，而將

來想要獲得像現在這樣的機會是非常難得

的，因之我們如果不能善用此生讓它獲得

些許成果的話，那就比入寶山空手而回的

損失要更大了，所以當我們有了現在這麼

好的機會，很重要的就是，精進的修持佛

法。

而所謂修持佛法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首先要能夠了解因果

業力，因為佛陀曾說，我們生生世世，所

有的色聲香味觸等等，都是由過去的業所

生，我們生生世世每一世所面對的各種苦

樂都不是外力所造成的，它也不是無因而

生，所有萬事萬物都有其個別的因與緣。

我們此生之中所遭受的痛苦，例如短

命、多病，求不得，這種種我們生命中不

順遂的事情，都是自己自作自受，也就是

我們過去所做的因，我們現在所受的業報

就是過去由於煩惱染污所造作行為的果，

就好像是一棵樹，如果樹根有毒的話，那

麼這一棵樹的花、葉、果、枝，都是有毒

的，同樣的，所有一切出自我們煩惱的所

作所為都稱為不善業，那麼不善業是如何

生起的呢？它的根本就是無明愚癡，所

謂的無明就是我們不了解諸法實相，不但

不能夠了悟自心本性，反而透過種種的概

念，我們執著有一個「我」，這個時候就

有「能、所」的產生，所謂的「能、所」

就是指主觀以及客觀。

「能」主觀是能夠去看的這種意識；

「所」就是所被看的這樣的東西，外境，

從無始以來到今天，生生世世我們都有強

烈的我執，因為如果有一個所謂的「我」

的話，那麼這個「我」必定要有一個名

字，要有一個身體，或者是它必須要有一

種心的相續，我們當然知道，「名字」

絕對不是「我」，因為名字是別人給我們

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改名字；我們也可以

發現，「身體」不是「我」，因為所謂的

身體也不過是五大的組合而已，所謂的身

體就好像是一座佛寺一樣，一座佛寺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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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許多多的部分和東西所組成的，而我們

的身體也是很類似，如果我們從自己的頭

一一去分析尋找，一直找到腳指頭，想要

找到一個「我」的話，那麼你會發現沒有

辦法找到，找遍全身的頭髮、骨、肉、

脈、內臟，也找不出一個叫做「我」的，

就算是一般世間的人在講話的時候，也把

所謂的「我」和「我的」，這兩句話是分

開的，當我們運用所有格我的，這樣子的

一個概念的時候，譬如說我的房子，這已

經很清楚的指出，房子不是你，房子是一

個外在的現象，你認為你所擁有的一種外

在的現象，同樣的，我們會說我的身體，

那就已經很明白的說，這個身體是屬於

我，但是身體不是我，所以身體不是我。

接 下 來 我 們 看 看 那 「 心 」 是 不 是

「我」呢？那我們當然知道心有很大的力

量，但是心卻沒有一個固定的形體可以讓

我們看到這個叫做心，既看不到，摸不到

又講不出心到底是多大，它是什麼形狀，

它是什麼顏色，所以「心」是一種我們根

本講不出來而且剎那變遷的東西，這樣的

東西當然不能是我，為什麼說這樣子的心

不能是我呢？比如說當我們是小朋友很無

知的那個時候的「心」，跟我們現在長大

了，受過教育有所了解的「心」，這兩個

心是不一樣的，雖然我們小時候的心和現

在的心不是同一個心，然而我們的心卻是

相續的，因為我們的心相續，所以我們才

能夠記得我們自己小時候是怎麼樣子，然

後又認為我們自己現在是怎麼樣子，而這

樣一個雖然有所相續卻剎那不斷變化的

心，不能夠是所謂的「我」，那麼「我」

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天生就有一種習氣，一種習慣，

我們認為這個身體以及心理的總集這個就

叫做「我」，就好像是我們有一種很壞

的習慣，已經多年了，那麼雖然我們知

道這個習慣很不好，但是我們還是繼續作

下去，我們這種我的習氣概念出自於無明

愚癡，就好像是我們在一個無明黑暗的暗

處，看到一條彩色繩子，誤以為它是蛇，

當我們誤以為它是蛇的時候，就生起了恐

懼等等各種的心情，彩色繩子明明就不是

蛇，只不過它剛好放在暗處，然後我們誤

以為它是蛇，但是當我們了解了原來這不

是蛇，而是一條彩色的繩子的時候，剛剛

所發生的一切的恐懼以及驚怖，全部都消

失了。

所以輪迴的根本以及痛苦的根源都

來自於所謂的「我執」，而且這所謂的

我執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因此無明是一切

煩惱的根本，因為有所謂的「我」，就是

有「別人」的產生，有了「自」，就有

「他」，這是一種相對性的產生，自己與

他人，就好像是長跟短一樣，所謂的長、

短，也是要有一個長跟一個短才能夠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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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所以從無明出現了一個我，然後

我們對於「我」非常的執著，對於他人產

生嗔恨，因之，所謂的三毒，就從無明而

產生的。無明，就是有「我」的產生，有

了我之後，對於我和我這一邊的，我們

就產生執著，貪執，對於不是我們這一邊

的，我們生起嗔恨，所謂的我這邊的，我

的貪執，就是指對於我們自己的親友眷屬

財富地位等等產生貪執，然後我們對於不

同的觀點，不同想法的人就產生嗔恨，然

後從貪嗔癡又進一步生起了嫉妒、傲慢、

吝嗇等等的煩惱，然後透過這根本的煩

惱，我們產生了行為的不善業，譬如說我

們就殺生、偷盜、以及口語的不善業，如

說謊，挑撥離間，說一些壞話等等，然後

我們心理上面產生了很大的嗔恨心。

由於憎恨心及煩惱所做的種種行為，

就好像是在一個肥沃的土壤種下有毒種子

一般，當溫度溼度種種條件配合下，將來

必定出生一個惡的果實，這就是自業自

受，我們自己所造作的業因，不管多久，

乃至於一劫之後，業果業報成熟之後，這

個業報絕對不會跑到別人的身上，絕對

是跑到你自己的身上，即使是你為自己的

家人所作的種種業力，將來會受到業報的

也是你自己，透過業因，最後產生業報，

然後根據業報的強度來決定我們會生往何

方。如果說這個惡業的業報的本身強度很

大的話，那我們就會墮入惡道之中，如果

說這個惡業的力量強度是較小的話，那麼

我們就會投生到人道或其它的地方，如此

我們自己製造了痛苦。同樣的，安樂也是

我們自己行善業的結果，而所謂的善業，

就是透過我們的慈心悲心等等所造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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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行為的因，就好像是一棵樹，如

果它的樹根是一個藥可以做藥的藥樹的的

話，那麼這棵藥樹的花葉果實枝幹等等都

是可以入藥的，所以如果我們自己想要長

壽健康富足的話，那麼這一切的結果都要

從我們自己的善業所產生，那麼我們已經

了解到所謂的無明愚癡還有這些煩惱，是

我們痛苦的來源，那麼我們如何除去痛苦

呢？如何除去這些染污呢？

除去煩惱染污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運

用智慧，一種是運用方便。所謂的智慧就

是我們要了解到自業自受，我們今日所遭

受的一切的痛苦是自己過去所造的苦因所

致，所以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外在的，

因為沒有任何外在的敵人，可以為我們產

生這麼多的痛苦，而我們最糟的敵人，就

是我們自心的染污煩惱，因為我們自己的

染污煩惱，可以讓我們淪落在到惡道之中

長達幾劫的時間，當我們了解到這一點之

後，我們就應該調伏煩惱。

到現在為止，因為我們的心都是被煩

惱所控制，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遠離

痛苦，現在我們已經了解到我們的煩惱，

我們就必須下定決心和煩惱來挑戰，我們

應該下定決心，從現在開始不為煩惱所控

制，我們要戰勝煩惱，如此我們應該試著

除去心中的煩惱，生起心裡面的光明面，

譬如慈心、悲心等等，由我們心裡的光明

面、慈心、悲心所生起的這些行為，就是

我們安樂與利益之源，我們試著透過修學

慈心與悲心來積聚資糧，如此就算我們不

能夠根除煩惱，至少我們也能夠調伏它，

不為它所控制。而智慧與方便二者是互相

依賴的，就好像我們想要看到西山的山頂

是什麼樣子，我們就必須要爬到東山的山

頂去看，所以，以上所說是透過方便來調

伏我們自己煩惱的方法。

在智慧方面來說的話，為了要生起

智慧，首先要積聚福德，而積聚福德的

方法有很多，而其中最有力的方法就是生

起菩提心，成佛想，而生起菩提心必須有

慈心和悲心作為基礎，其實我們多少都有

慈心和悲心，即使是最兇殘的動物也是一

樣，它們至少會對自己的子女慈悲，想要

去救護自己的子女，然而這種微小的慈心

與悲心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是從自私而出

發的，因為這種慈悲是出自於「我執」，

因為它是我的朋友，我的親戚，所以我對

西藏薩迦縣－薩迦寺大殿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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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慈悲，然而真正的慈悲是無分別的，所

謂的慈心，就是從不管是我們的親戚、朋

友、乃至於我們的仇敵，以及那些陌生

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沒有聽過的一切

眾生都願它們得樂及樂因，這樣子才叫真

實的慈心。

真實的悲心就是願一切眾生皆離苦及

苦因，在自己心中建立慈心與悲心的基礎

之上，才能夠發起菩提心，因為菩提心就

是了解到要真實的利益所有的眾生，那麼

惟有自己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能夠生起這

樣的菩提心，即使只是一剎那的時間，也

能夠具有無量無邊的功德，透過這樣子的

功德有助於我們生起無我的智慧，而無我

的智慧是可以斷除輪迴的根本的，能夠永

遠的除去煩惱。

為了生起這樣的智慧，我們需要禪

定，禪定分為兩種：止和觀，止就是置心

一處，觀就是觀照分析，但是止必須在觀

的前面，因為我們的心是非常的紛亂的，

我們不能夠用這種紛亂的心來作禪定，因

此，我們運用正確的姿勢、方法以及教

戒來使我們現在非常紛亂一一相續生起的

心能夠寂止，透過種種技巧修持基本禪定

使我們的心能夠沉穩，置心一處，透過這

樣子的「止」作為基礎，才能正式的修持

觀慧，因為本來就沒有一個我，所以當你

去觀察分析的時候，也找不到一個所謂的

「我」，既然沒有那個能夠去看、去聽、

去嚐、去聞的主體，那麼又何來所謂色聲

香味觸的客體呢？就好像既然沒有右邊，

又哪裡會有左邊呢？既然沒有能夠去看到

客體色相的主體我，那麼客體的色相又如

何存在呢？那麼大家這時候就會很奇怪，

既然是無我，那怎麼我們大家都同時看到

了這些東西又過這樣的日子呢？

虔誠的藏人行大禮拜

192009 • 春　創刊號．文殊

薩迦季刊9804a.indd   19 4/22/09   11:27:48 PM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的生活都不是真

實的，它是了無自性的，有三個方法可以

來說明這個現象，首先是聖教量，也就是

經由佛陀的教示，告訴我們法界的一切現

象都是了無自性的，第二個方法是經過邏

輯的分析，也就是透過我們的經驗，怎麼

說呢？如果外在的現象是真實的，那麼應

該它對每一個人都同樣的真實，譬如說，

一個令某人感到非常快樂歡喜的地方，對

另外一個人來說也應該是快樂歡喜的地

方，如果這個地方的美好是那麼樣的真實

的話，那麼應該對每個人來說這地方都是

美好的；同樣的，如果說我們看到一個東

西，覺得好美，而這個美是真實的話，那

應該每個人看到都很美，可是有些人就覺

得好醜；同樣的來作推論，「一」可以為

多，而「多」又可以為「一」，所以萬法

唯心，心外無法，離於我們自心並沒有外

在獨立存在的現象，一切萬法皆為因緣所

生，就已經證明了諸法無自相，就好像是

我們看電視一樣，看電視需要有很多的因

緣才能夠促成我們能夠看成這個電視，只

有電視是看不到節目的，你必須要有電

源，你必須有線的就要有纜線，無線的也

要有電波要有人造衛星等等，然後你才會

打開電視機，看到裡面的影像，聽到聲音

等等，這之中可以促成我們看成電視的諸

多因緣，只要少了這其中的一兩個，這個

電視節目就看不成了。

這就好像是我們的人生一樣，我們

現在所有生命的經驗也都是種種因緣聚合

所生，在佛經裡面也提到，以一杯水作例

子，人道來看一杯水是一杯水，天道的眾

生看這一杯水是甘露，餓鬼道的眾生看這

杯水是膿血，而地獄道的眾生看到的是滾

燙的鐵汁，這是由於每一個眾生不同的業

力所致。

那麼第三個方法就是歷代的祖師教

授的口訣，透過他們在禪定之中所得到的

經驗結集出來的口訣教授，譬如說過去有

位修持道果教法的祖師，由於他在定中他

身上的脈氣起了變化，因此他感到非常的

渴，所以他要去找水，但是就算他走到河

邊、湖邊，他也看不到哪裡有水，但是當

他的定境消失之後，他才發現，其實他都

已經走過一個湖、一條河，他現在用走走

不回去，要坐船才能回去了，所以這是他

在定境之中的關係，所以就算他已經走到

另外一個島上了，還沒看到

哪裡有水，因此我們應該努

力的來禪修，透過禪定然後

修持智慧，以智慧來斷除我

執，當我們能夠了悟無我之

後，既然無我，又何來貪

執、嗔恨等種種的煩惱呢？

所以我們應該透過智慧

與方便二者來除去我們的無

明愚癡，以正確的發心、正

確的方法、精進的修持，以

使我們從煩惱中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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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大日如來超渡法會：

薩迦法王在印度薩迦寺，帶領全體僧眾，親自主持大日如來超渡法會。在此之前往生的

佛友，經由他們的親朋好友郵電、Email告知我們，這些名單我們都請求法王為這些往生者修

超渡。將來如果您有親朋好友往生，您也可以Email到佛學會信箱，或是來電至佛學會，我們

都將請求印度薩迦寺為他們做超渡法會。

2月17日∼2月23日普巴金剛歲末除障大法會：

在印度薩迦寺舉行普巴金剛歲末

除障大法會，由法王及二位法王子親自

主持這場殊勝的活動。您們可以在，我

們所附呈的照片，看到修法的實況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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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威猛忿怒

的形象，舉凡任何世間法事業及佛法修

行之障阻，修佛習密行者及有緣眾生，

恭敬誠信向本尊祈請，一切障礙違緣皆

可淨除，更甚能使眾生遠離恐懼及惡疾

瘟疫災害，不受邪術惡咒、邪神精鬼侵

害，消除不吉祥惡夢和霉運，一切所做

皆能無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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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迦法王在印度弘法活動實況報導
2009年2月至4月

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實況(一)

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實況(二) 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實況(三)

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實況(四) 普巴金剛除障大法會實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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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藏曆新年慶典：

大年初一，法王府早上七點，

法王一家人，聚集在法王府的圖書

館，舉行傳統新年的慶典活動。首先

是法王向壇城佛菩薩頂禮獻哈達，之

後由法王子們向法王獻哈達賀新年，

緊接著法王府的所有成員，向法王、

法王子獻哈達賀新年。接下來是例行

的法王府成員新年合照，我們附上法

王一家人的全家福之照片，和大家分

享，另有三位佛母合照的照片。

在早上九點，法王及法王子、佛母們，蒞臨薩迦寺，帶領著

全體薩迦寺、尼師廟所有的僧尼二眾，唸誦十六阿羅漢的經文，

以及新年祝賀吉祥文，大家歡喜的吃吉祥飯、喝酥油茶。 

在吃完吉祥飯、喝完酥油茶之後，由智慧金剛仁波切代表

全體僧眾，向薩迦法王獻「身、語、意」的曼達。之後，所有僧

尼二眾依序向法王及法王子獻上

哈達，大家唸誦薩迦法王長壽祈

請文、眾生安樂頌，迴向新的一

年開始，所有一切眾生皆平安喜

樂，藏曆新年的慶典活動，就在

這簡單而隆重、順利圓滿。

由於去年拉薩發生暴動，

有許多藏民在此暴動當中不幸喪

生，因而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

曆新年不能有任何歡慶活動，不

能有歌舞表演及放鞭炮等行為。

且西藏流亡政府視今年為黑年。

因此今年的西藏過年，少了些許

歡樂氣氛。

2月28日至3月4日薩迦法王陞座五十週年，長壽慶典活動

2月28 日 在印度薩迦寺、尼師廟、能仁佛學院為薩迦法王舉行三天的長壽法會。

3月2日 由薩迦寺主辦為祝禱薩迦法王健康長壽、常駐世的長壽慶典。

由大寶金剛仁波切、智慧金剛仁波切、圓滿宮的阿比仁波切、祿頂堪千仁波切、康薩曉

宗仁波切、土庫多傑登巴仁波切…等大仁波切，及薩迦寺、尼師廟，二座寺院的全體住眾，一

同共修白度母長壽法會，爾後由尊貴的大寶金剛仁波切為大眾講解曼達五種吉祥功德，以及供

養象徵宇宙的曼達。接著由智慧金剛仁波切獻上象徵證悟身、語、意、功德及事業的供養；阿

比仁波切代表獻上八吉祥聖物；接下來由祿頂堪仁波切、土庫多傑登巴仁波切，印度政府的代

薩迦法王全家福，攝於藏曆大年初一

大寶金剛仁波切、達嫫甘登、傑尊
瑪仁波切合影

智慧金剛仁波切與達嫫蘇南合影

薩迦法王、二位法王子、傑尊瑪仁波切
(法王的孫女)合影

大佛母及二位小佛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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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寺院中心的代表，乃至僧尼、在家居士逐

一為薩迦法王獻上供養及唸誦長壽祈請文，獻供

養儀式列隊延續數小時。法會在薩迦法王歡欣應

允之長壽住世之祈請下，順利圓滿。

3月4日薩迦法王長壽慶典及長壽佛灌頂：

薩迦法王給予長壽佛灌頂，在印度薩迦寺方

圓百里西藏殖民區的西藏人，以及薩迦寺附近四

大教派的僧眾，聚集在薩迦寺的廣場。根據當地

新聞的報導，當天有近九千人的參加陞座五十週年長壽慶典及長壽佛灌頂活動，在這長壽慶

典，由薩迦寺的僧侶的代表(西藏人、尼泊爾人、布丹人、蒙古人和中國人)等合唱法王長壽祈

請文，尼師廟的尼師以梵文唱誦釋迦牟尼佛禮讚文，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印度政府代表、薩

迦寺總管列謝喇嘛、老祿頂堪千仁波切等都上台講一番祝賀詞，長壽慶典結束之後，薩迦法王

給予長壽佛灌頂，灌頂時法王做了如下的開示：一切眾生都追求幸福快樂，但真正的快樂取決

於我們自己的內心。如果我們能夠遠離遠離貪心、憎恨、傲慢、嫉妒等種種負面的情緒，且積

極的行十善，長期如是的去做，便能夠得到真正究竟的安樂。我們應向內觀察自己種種錯誤和

缺點，當我們往外看的時候，要看其它眾生的優點及功德，而不是總是看別人的缺點，我們能

夠如是，便能提升自己道德修養，進一步淨化整個社會。

祿頂堪千仁波切於長壽慶典法會

長壽慶典法會實況

大寶金剛仁波切與智慧金剛仁波切
合影

薩迦法王與祿頂堪千仁波切在長壽慶典法會
實況

長壽慶典法會，迎請法王入大殿之
盛況

薩迦寺僧侶來自西藏、不丹、尼泊爾、
中國、蒙古，合唱祈請文

尼師廟的代表以梵文唱誦長壽慶典法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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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法王建議大家能多吃素、減少殺業。根據雜誌報導，以及法王身邊的醫生朋友們

提及，許多癌症的誘因，是因為過多的肉食所造成。希望大家為了自已的身體健康、長養慈悲

心，建議大家儘量茹素。3月4日當天薩迦寺湧進近九千餘人、所有與會仁波切、出家眾、在家

居士們，依序排隊接受法王的加持，法會進行到下午三點半圓滿，在此附呈法會的實況照片，

和大家分享。

在此感謝一些佛友們給予長壽慶典的支持與贊助，由於您的支持與贊助，我們才能夠請薩

迦寺、能仁佛學院、尼師廟，三所寺院的僧尼、出家眾，為薩迦法王修長壽法會，以迴向薩法

王健康長壽，常駐世，再次感謝您的發心贊助。

3月5日∼3月11日－達蘭沙拉之旅　

3月5日 早上九點，法王與隨行侍者11人，離開法王府前往達賴喇嘛駐鍚地－達蘭沙拉。

3月6日 中午抵達達蘭沙拉，下塌在Surya Hotel，當天下午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們，前往法王

下塌的飯店，一一獻上哈達以歡迎法王的抵達。

3月7日 四大教派的法王或其代表，開會討論如何發展藏傳佛教的弘揚，以及教派之間的團結，

寺院制度的建立及發展。其中特別提到「雄登」護法一事，根據過去祖師的開示，以及

我們親眼所見供奉「雄登」護法會帶來很多不可預期的障礙，所以建議大家要遠離杜絕

對「雄登」護法的供奉。

　　　 　　下午四點到七點，薩迦法王接見信眾，當地的西藏人以及來自世界各地朝聖的信徒

絡繹不絕，來晉見法王，一個下午薩迦法王加持晉見近千位信眾。

達賴喇嘛、薩迦法王、大寶法王一同祈禱世界和平薩迦法王及隨行侍者與達賴喇嘛合影

四大教派法王及代表在達蘭沙拉開會

24 文殊．創刊號　2009 • 春

薩迦季刊9804a.indd   24 4/22/09   11:28:28 PM



薩
迦
法
王
在
印
度
弘
法
活
動
實
況
報
導

3月8日 達賴喇嘛、薩迦法王、大寶法王、貝諾法王的

代表（貝諾法王未來親自參加，因法體欠安）

及苯教的代表一起開會，由薩迦法王主持此會

議，延續3月7日的議題討論從1959年西藏流

亡至今，各大教派發展的情況，以及各教派對

將來寺院發展的願景。

3月9日 四大教派的法王及其代表，聯合舉辦一個長壽

法會，以祝禱達賴喇嘛健康長壽、常駐世。這

個長壽供養曼達的法會，是由薩迦法王代表各

教派，向達賴喇嘛獻上「身、語、意」的曼

達，以及讚頌達賴喇嘛一生的行誼。薩迦法王

在讚頌達賴行誼中，因感傷而落淚。

3月10日 是藏人在1959年，於拉薩舉行抗暴50年週年

紀念日，四大教派的法王以及各教派的寺院

代表，一起聚集在達蘭沙拉開會。

3月11日 達賴喇嘛領著四大教派的法王、僧侶們舉行

誦戒，達賴喇嘛對所有與會大眾講解馬鳴菩

薩所著－釋迦牟尼宿世行傳。

3月12日布魯哇拉－薩迦殖民區之旅                 

3月12日 薩迦法王離開達蘭沙拉，前往布魯哇拉－薩

迦殖民區。

3月13日 薩迦法王為布魯哇拉－薩迦社區內的寺院舉

行開光典禮。(此為專供民眾唸誦六字大明咒

的大殿)。

3月14日 薩迦法王給予能仁佛學院的學僧－文殊菩薩

的灌頂，希望藉由文殊菩薩的加持，開啟智

慧，以利僧侶們的學習。

3月15日 薩迦法王在能仁佛學院的大殿，給予布魯哇

拉－薩迦殖民區的藏人長壽佛灌頂。布魯哇

拉－薩迦殖民區有一百二十五個家庭，千餘

人歡喜領受了長壽佛灌頂。

3月19日∼25日，     

法王府舉行特殊護法「幾瑪拉」法會

這個chamsik法會，早期在西藏薩迦度母宮是舉

行為期一個月，在最後一星期舉行金剛舞的表演連續

七天，在法會圓滿日度母宮則宴請法王府所有的工匠

師、裁縫師、畫師…等，熱鬧氣氛不亞於藏曆新年。

達賴喇嘛與薩迦法王對談

薩迦殖民區弘法實況(一)

薩迦殖民區弘法實況(二)

薩迦殖民區弘法實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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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在西藏淪陷之前，能預知流亡到印度，也是「幾瑪拉」的指示。「幾瑪拉」本是寧瑪

派的護法之一，它是馬頭明王的化身之一，「幾瑪拉」長期護持庇佑薩迦度母宮所有成員，它

被視為度母宮的特殊護法。

3月29日印度薩迦仁千秋林尼師廟開光大典

回顧印度薩迦尼師廟的歷史，源自於1993年有6位尼師們，從西藏翻山越嶺，走了月餘日

來到印度。當時薩迦法王安置這些尼師們掛單在拉吉普薩迦寺的一個角落。後來尼師們的人數

迅速的擴增，從1993年的6位尼師，到1997年增加至45位尼師。1996年起薩迦寺為尼師廟在

拉吉普租一間藏人的民房，以安置這些尼師們。

1998年由於哦寺的祿頂堪千仁波切捐贈位於德吉嶺一塊士地，加上薩迦法王的加持、功

薩迦法王及二位法王子及大佛母與全體尼師們全體合影 尼師們合唱自作曲之禮讚文

幾瑪拉法會實況(一)

幾瑪拉法會實況(三) 幾瑪拉法會實況(四) 幾瑪拉法會實況(五)

幾瑪拉法會實況(二)

尼師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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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主們慈悲慷慨贊助，於是尼師廟開始興建寮房、

教室、餐廳、廚房等。尼師們於1998年正式遷入仁

千秋林尼師廟，當時以餐廳做為臨時修法的大殿。

由於希望加入尼師廟的尼師們，人數眾多，短

短二年內，寮房就不敷使用。於是2006年由智慧

金剛仁波切主導，開始擴建寮房及興建尼師廟的大

殿。寮房於2007年底順利完工，2008年初尼師們已

經遷入寮房。大殿及圖書館、度母殿已於今年3月

完工。在此要特別感謝智慧金剛仁波切親自督導，

美國、紐西蘭、歐洲、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

等各地佛友們的慷慨的捐獻，致使尼師廟大殿能順

利圓滿。仁千秋林尼師廟是薩迦派在西藏以外，唯

一一座尼師寺院。

目前尼師廟有近二百位的住眾，她們分別來自

西藏、尼泊爾、不丹、喜瑪拉雅山區的拉達喀、慕

斯丹等地，年齡從9歲到50歲。在寺院裡，每天的作

息從清晨的綠度母法會開始，每日尼師們修法迴向

一切眾生以及功德信眾，以除去眾生的障礙。尼師

們除了唸經修法之外，她們每天亦有佛學課程，由

堪布教導基本的佛教哲理：道果三現分，入菩薩行

論…等，以及法事儀軌，另也學習藏文、印度文、

英文及數學等。今年9月20日尼師佛學院將正式開

課，以使完成基本佛學哲理訓練的尼師們，能夠有

進一步深造佛教哲理的機會。

3月29日仁千秋林尼師廟大殿開光大典，在這

值得慶祝的日子，薩迦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智

慧金剛仁波切、祿頂堪千仁波切、傑尊瑪仁波切(薩

迦法王的孫女)及二位佛母們，陸續抵達到尼師廟。

上午九點由薩迦法王親自剪綵，及點上光明燈，接

下來由尼師廟的堪布獻上身、語、意的曼達予薩迦

法王，尼師們以梵文唸誦禮讚文，及唸誦尼師們自

己所寫的薩迦法王讚誦祈請文，之後全體大眾唸誦

十六阿羅漢祈請文。

接下來由薩迦法王親自給予主要贊助功德主

及工作人員祝福的哈達及禮物，薩迦法王並給予簡

短的開示，其中提及尼師廟「仁千秋林」興建的源

起，及歷代薩迦傳承中，傑尊瑪仁波切修行感人事

蹟，最後在全體大眾唸誦「眾生安樂頌」中，整個

開光大典法會吉祥圓滿。

二位法王子於尼師大殿合影

尼師們迎請法王入大殿

薩迦法王及二位法王子合影於尼師廟大殿前

尼師廟們於新落成大殿內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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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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如來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四月十一日起，為期五天。

3. 憤怒蓮師成就法會：每年藏曆五月十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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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喜金剛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九月八日起，為期八天。

6. 護法滿願祈願大法會：藏曆十月二十五日起，為期八天。

7. 勝樂金剛沙壇城成就大法會：藏曆十一月九日起，為期七天。

8. Gu-Tor：藏曆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為期七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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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這四個重要節日裡，行持善

業能夠機具成千上萬的功德：反之，倘若造惡業億以千萬被惡業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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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道及涅盤日：藏曆四月十五日日是釋迦牟尼佛獲得圓滿的證悟及圓寂涅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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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請見封底裡。

印度薩迦寺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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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薩迦寺活動預告     
徵求功德主以贊助僧眾的道糧

(一) 大日如來成就及超渡大法會  （藏曆4月11日至4月15日）                   

（國曆6月3日至6月7日）

每年藏曆4月11日至15日在印度薩迦寺舉行大日如

來成就與超渡法會，為期五天。藏曆4月15日是釋迦牟

尼佛成道圓滿日及涅槃日，亦為每年四大重要的功德增

長日之一。若您能在這特殊功德增長日，為您過往先祖

及親友，在印度薩迦寺及尼師廟，供燈及供僧及參與大

日如來成就及超渡大法會，可使他們免於中陰身之顛倒

痛苦，成就受用身，且即使生於地獄之眾生，亦得解脫

地獄諸苦，得生善根，福德增長，命終時得往生諸佛淨

土，生無間三摩地，總持門自然現前，直至成佛時不復

墮入惡道，且能憶宿命，不忘失菩提心，得值遇佛於無

上菩提得不退轉等等無量功德利益。

大日如來超渡法，為無上密部之同分續，此法是佛

陀說法四十九年中，唯一親說之超渡法，其儀軌之名雖

存於四大教派，唯獨薩迦派於其法軌行事保持清淨、圓

滿無誤、無間斷地深廣實修。

舉行地點：印度薩迦寺

主法者：薩迦寺五位活佛仁波切、大堪布及薩迦寺所有僧眾

(二)2009薩迦寺「夏安居」（藏曆4月16日至6月30日）

印度薩迦寺僧侶在藏曆的四月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結「夏安居」，此三個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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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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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藕益大師 ─ 十大礙行

一、�念身不求無病。

　　身無病則貪慾乃生。貪慾生必破戒退道。

　　知病性空病不能惱。以病苦為良藥。�

二、�處世不求無難。

　　世無難則驕奢必起。驕奢起必欺壓一切。

　　體難本妄難亦奚傷。以患難為解脫。�

三、�究心不求無障。

　　心無障則所學躐等。學躐等必未得謂得。

　　解障無根障既自寂。以障礙為逍遙。�

四、�立行不求無魔。

　　行無魔則誓願不堅。願不堅必未證謂證。

　　究魔無根魔何能擾。以群魔為法侶。�

五、�謀事不求易成。

　　事易成則志存輕慢。志輕慢必稱我有能。

　　成事隨業事不由能。以事難為安樂。�

六、�交情不求益我。

　　情益我則虧失道義。虧道義必見人之非。

　　察情有因情乃依緣。以弊交為資糧。�

七、�於人不求順適。

　　人順適則內必自矜。內自矜必執我之是。

　　悟人處世人但酬報。以逆人為園林。�

八、�施德不求望報。

　　德望報則意有所圖。意有圖必華名欲揚。

　　明德無性德亦非實。以市德為棄屣。�

九、�見利不求沾分。

　　利沾分則痴心必動。痴心動必惡利毀己。

　　世利本空利莫妄求。以疏利為富貴。�

十、�被抑不求申明。

　　抑申明則人我未忘。存人我心怨恨滋生。

　　忍抑為謙抑我何傷。以受抑為行門。

明朝的藕益大師在《十大礙行》的跋中講：「佛祖聖賢，沒有一個不把逆境當作大

熔爐來鍛鍊自己的。佛的四聖諦，苦諦就放在頭一位。又稱八苦為八師。倘若稍為存在

著一念喜歡順境而嫌惡逆境的情緒，那終究會同那些爛草枯葉一般，怎麼能像松柏那樣

在冰霜風雪之中亭亭而立呢？美玉不經過琢磨加工是不能成為一件好玉器的；生鐵不經

過鍛鍊是不會成為好鋼的；鐘不敲不響，刀不磨不快，哪裡有天生的彌勒、自然而成的

釋迦佛呢？若想成聖為賢，當佛作祖，必定能做到受人惡罵就好像喝了一杯甘露水；碰

到橫逆的事就好像見到了寶貝，這樣才能安心在患難中經受考驗，在患難之中修行，才

能在這五濁惡世中，種植下往生西方淨土的種子；才能像青蓮一樣出淤泥而不染，登高

位而不退失。

所以在這末法時期，以此《十大礙行》檢點自己的一切言行乃至一切念頭，倘若真

的能在病時、難時、甚至於在受抑制、受排擠、受打擊之時，能明白苦難終究是空的，

不怨天尤人，那麼修行可算是有些許體悟。我們的資糧可日漸增長，將來往生西方才有

希望。

「編者按」：多年來在台灣推廣薩迦法王佛行事業過程當中，常遭受許多無明

的批評、毀謗、排擠、打擊時，捧讀藕益大師的十大礙行，面對以上種種責

難，便較能釋懷，因之將此文附呈於此，與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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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中心及中心的刊物皆是剛成立，需要十方佛友來共同的支持與贊助，歡迎提供我們各種

不同的意見與指導。對於中心的運作，希望大家能夠常來共修，我們謁誠渴望得到大家

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

本中心每個月藏曆初十、二十五共修金剛瑜珈母，計畫邀請長駐上師，之後每星期

共修綠度母。我們將不定期出版各種刊物、唱誦CD、弘法DVD…等等，我們誠摯的邀請

您成為我們中心的會員，每個月固定贊助會費金額不拘，耑視於您們的方便，希望能夠

聚沙成塔，以圓滿法王利生的佛行事業，也懇請您廣邀朋友一起來共襄盛舉，今將我們

中心的銀行帳戶以及郵政劃撥帳戶告知於您，希望得到您們慈悲的贊助與護持。

另您們有空時，請至本心中的網站瀏覽：http://www.hhtwcenter.org，可得到更多

較新的訊息。

若蒙您慈悲的贊助，請匯款至以下帳戶，衷心感謝您的發心!

(一)　 郵政劃撥帳號：5008-544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  懇請在劃撥單寫下地址及聯絡電話，備註欄寫金額用途

(二)　 受款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安和分行；銀行帳號：027-0330-37908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ATM轉帳代號為：013

＊   ATM轉帳註明帳號後五碼，以佛學會帳號為例，其後五碼為：37908（請先確定

提款卡是否有轉帳功能）

＊  臨櫃匯款請填上匯款人姓名；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附上聯絡電話及地址，註明

收據開立人姓名，傳真至02-2707-9932。

以上將會開立抵稅收據，以茲徵信，方便您報稅時使用

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42巷2號2樓

電話：+886-2707-2468

傳真：+886-2707-9932

E-mail：hhtwcenter@gmail.com

           hhtwcenter@yahoo.com

網址：http://www.hhtwcenter.org

薩迦法王的開示－快樂的泉源，以及究給企謙仁波切開示－

上師相應法，另薩迦法王在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弘法的實

況報導…等等精彩的內容。

下期季刊
內容預告

本刊內法王的開示，版權為本佛學會所有，未經同意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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