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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jrayana Sakya Manjusri center

編者的話
文殊季刊的發行已進入第二年，感謝讀者們
的肯定與支持！
我們將有計劃的彙集、整理具德上師及顯教
大德們的開示與文錄，陸續刊登於雜誌中，
與大家分享。
在此感謝各位讀者對佛學會所倡導的各種善
行的支持與贊助。去年佛學會對印度卡林邦
寺院的興建及法王府內閉關房設立的贊助；
以及薩迦寺院、尼師廟、佛學院等的僧眾的
供養，另於新年時供養僧鞋、僧袍給卡林邦
薩迦寺及薩迦學院的小喇嘛們；僧眾的醫療
協助及醫療物資的補給；藍毘尼園附近貧民
區水井的開鑿、致贈米糧等，這都是大家慈
悲贊助的成果！
在此也轉達印度及尼泊爾各寺院僧眾對諸位
大德由衷感激之意！懇請大家能繼續護持，
衷心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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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頂堪千仁波切給文殊季刊讀者的一封信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greetings to all those who initated the publication
of Manjushri’s Voice. I believe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nefit immensely to the people
in general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particular. As such, I have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wards this great work.
It is a known fact that practicing of compassion and love with genuinely pure heart
toward others and oneself i s always beneficial to gaining temporary happiness,
as well as obtaining Bodhicitta, the ultimate goal. For example, if you cultivate a
medicinal plant and nurse it for long time it will ultimately pay back with saving you
or your son’s life; whereas if you cultivate a poisonous sapling, then it will definitely
harm you or whoever that comes to close contact with it. Therefore, always keep away
from harmful thoughts and its relevancies. One should always keep in mind that by
practicing compassion with genuinely good heart, the day will come that negative
actions and thoughts will diminish, and one’s mind will turn positive.
Once again my greetings to you and my best regards to you all.

Ngor Luding Khe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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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頂堪千仁波切給文殊季刊讀者的一封信中譯
在此向所有文殊季刊的工作人員及讀者，致上我誠摯的問候。我深信這份刊物將能澤
被有情，特別對於年輕世代將會更有裨益，對於這樣一件善事，我由衷隨喜。
眾所周知，以真誠無私的發心，對眾人及自己禪修慈悲與愛，不但能獲得暫時的快
樂，更能達到終極的目標，亦即證悟菩提。例如栽培藥草並長時間給予施肥灌溉，那
麼最終這株藥草回饋的，就是能夠拯救自己或子女的性命。反之，若栽培一株毒苗，
那麼最終它將毒害自己或任何與之接觸的有情。
因此，我們應銘記於心，遠離惡念及其習氣，以真誠的善心來禪修慈悲心，漸漸地我
們能減少負面的行為與念頭，而將心轉為正向光明。
再次向各位致意，致上我誠摯的祝福
哦祿頂堪布

2月26日2010年

祿頂堪千仁波切與哦寺的簡介
祿頂堪千仁波切是藏傳佛教薩迦派哦巴支派的第七十五任法座持有者。
哦伊旺秋丹寺（Ngor Ewam Cho Dan Monastery）建於1429年，為知名的學習、儀

軌修持與長期閉關中心，興建者為哦千貢噶桑波（Ngorchen Kunga Zangpo）。該寺一
年一度的道果教授名聞遐邇，每次都有成千上萬的信徒從西藏各地前來參加。
哦巴一共有四個支派（Ladrang）：祿頂、康薩、塔澤與遍德，傳統上哦巴的住持
每三年由四位支派領袖輪流擔任。
1959年中國入侵，位於西藏的寺院隨之遭到破壞，祿頂堪千仁波切便在北印度曼
都瓦拉（Manduwala）重建了寺院，並擔任法座持有者一直到西元2000年。在他的領導
之下，寺院已重新恢復密續修持的傳統，並成為每年上百位入學僧侶學習密續與儀軌
的主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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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薩迦法王於歐洲弘法行程
地 點

日期

俄國- 莫斯科

活 動 內 容

5月22-23日

佛教哲理及薩迦傳承簡介；傳授菩薩戒

5月24-26日

喜金剛大灌頂及教學

Bolshie Dvori ul. Mayakovskogo 12 "B" , Kulturno-ozdorovitelniy tsentr "Sosnoviy Bor"

俄國- 艾利斯塔
俄國- 柏克希爾

5月28-29日

開示及金剛瑜珈母的加持灌頂

5月30-31日

金剛手、馬頭明王、大鵬金翅鳥三合一灌頂及開示

6月03日

佛法開示

97A Swansea Road Reading, Berkshire, RG1 8HA, Tel: 0118 967 2744 sakyaling@hotmail.com

英國- 伯恩茅斯

6月5-6日

喜金剛大灌頂

6月7-8日

金剛瑜珈母加持灌頂

6月10 日

法王開示- 今日佛教

167 Shelbourne Road, Bournemouth BH8 8RD, United Kingdom, Tel: 01202 538 108 info@stl.org.uk

英國- 倫敦

6月11-12日

佛法開示

2 Saint James's Market, London SW1Y 4SB, United Kingdom Tel : 020 7930 6001
karma.hardy@tibet-foundation.org

英國- 倫敦

+44 (0) 20 7183 2109

6月13日

遠離四種執著教學

6月14-15日

時輪金剛大灌頂

31A St., Lukes Road, Notting Hill, London W11 1DB Tel: +44 20 7183 2109 london@dechen.org

荷蘭- 海牙

6月18日

白度母灌頂及教學

6月19日

長壽佛灌頂及開示

Laan van Meerdervoort 200a, 2517 BJ The Hague, Netherlands, Tel: 070-360 66 49 sakya.denhaag@hotmail.com

法國- 比亞里茲

6月22-23日

時輪金剛大灌頂

6月24-25日

佛法開示

Le Sahel 25,av Edouard VII, 64200 Biarritz. France, Tel: +33 6 14 02 45 53 sakya.thukje.ling@gmail.com

德國
德國 – 柏林

6月27日

長壽佛灌頂

6月28-29日

普巴金剛大灌頂

6月30日

尊勝佛母灌頂

7月03日

開示六波羅密

7月4-5日

普巴金剛大灌頂

Soorstraße 85, 14050 Berlin, Germany, Tel: +46 8 33 77 46 info@rigpa-zentrum-berlin.de

瑞典- 斯德哥爾摩

7月09日

止觀教學

7月10- 11日

時輪金剛大灌頂

Opetrigatan SE-11534 Stockholm, Sweden, Tel: +46 8 33 77 46 sakyaswe@hotmail.com

法國- 古託塞姆

7月14 – 8月6日

道果教學

5, Rond-Point Du Vignoble 67520, KUTTOLSHEIM, France, Tel: +33 3 88 87 73 80 sakya.tsechen.ling@orange.fr

瑞士- 阿羅西奧

8月8-9日

大日如來灌頂及教學

CH-6939 Arosio, SWITZERLAND, Tel: +41-91-600 32 15 tcling@ticino.com

瑞士- RIKON

8月14日

長壽佛灌頂

Wildbergstrasse 10 CH- 8486 Rikon, Switzerland Tel: +41 52 383 17 29 info@tibet-instit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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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班智達於藏曆鐵豬年（西元1182年）在西藏薩迦地區出生，
是薩迦派的第四位傳承持有者。
他是薩迦三祖傑尊札巴蔣稱（Jetsun Drakpa Gyaltsen）的姪子，
後來成為西藏最偉大的學者與修行者之一。

薩迦四祖 ─

薩迦班智達傳
羅多蔣稱．帕桑波整理

薩

迦班智達於西元1182年鐵豬年
在西藏薩迦地區出生，是薩迦

派第四位傳承持有者。他是薩迦三
祖傑尊札巴蔣稱的姪子，後來成為
西藏最偉大的學者與修行者之一。
薩迦班智達是真正的金剛總
持，有些人卻把他看成一位平凡的
上師，我曾親眼目睹過某些神聖的
事蹟，以下就是我的所見所聞。
當法王尊者進入母胎時，法
王的母親瑪吉尼赤嘉（卡布地區人
士）在夜晚夢到一位菩薩進入她的
子宮，全身光芒燦耀的龍王頂戴寶
冠，身上配戴各種寶飾，向她請求
能暫時入住她的身體。當菩薩安住
於母胎時，法王的母親覺得身體輕
安、健康而且充滿喜樂，心中並生
起了甚深禪定。當薩迦班智達出生
時出現許多瑞兆，昭示著一位菩薩
已經誕生了。
當薩迦班智達開始能夠爬行
時，對母親口說梵語，這是他過去
世已精通梵文的徵兆。不過他的母
親不諳梵語，擔心兒子語言出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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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菩薩向薩迦班智達的母親請求能入住她的身體。

麼問題，便跑去請教傑尊札巴蔣稱，將兒子

如一個月之久，每天早晨他學習一個章節，

的情形一五一十道來。傑尊札巴蔣稱知道這

如此這樣持續了三十個早晨。翌日清晨，薩

個孩子能說梵語，便要她不用擔憂。

迦班智達醒來時，他已將完整的《阿毗達摩

薩迦班智達小時候曾在沙地上用手指書

俱舍論》字句意義完全了悟於心中，不久當

寫梵文天城體（Nagara）與蘭札體（Lansa）

他真正從喀什米爾班智達釋迦師利巴札領受

的子音與母音，書寫完畢後因為害怕別人會

《俱舍論》時，發覺兩者無有二致。

誤踩到這些字體，又把字跡抹掉。薩迦班智

有天晚上，有一個人出現在尊者夢裡向

達曾經說過，他在很久以前，就已自然學會

他說道：「我要讓你登上陳那菩薩的法座，

念誦藏文與梵文，但已記不清到底是先學會

請跟我來。」接著他被帶到印度一處洞穴，

其中哪一種。

那人說：「這是陳那上師的洞穴。」當洞穴

稍長後，他無礙地進一步研習藏文、梵

的門被打開時，洞中一側堆滿經函。做了這

文、天文、醫方、繪畫與設計等工巧明及其

個夢之後，尊者心中生起殊勝的智慧，能無

餘諸明。雖年紀輕輕，已成為智慧與美德兼

誤了知因明論典的意涵。

具的聖者，因此許多博學的上師，包括他自

十九歲時，薩迦班智達在幢（Trang）地

己的教師，都一致讚揚他極為不凡，是證悟

區跟隨疏榮大師（Master Shuhrul）學習因明

菩薩的化身，大家都非常讚嘆他的才智。

及彌勒菩薩五部大論。二十歲時，他跋涉至

薩迦班智達幼年時，從父親持明尊者帕

娘塔恰竹（Nyagtod Changdul）去見策宗努

千歐波（Vidhyadhara Palchen Opo）處領受

辛給（Tsur Zhonnu Sengge）大師，從其學習

灌頂及研讀《蓮生喜金剛儀軌》、《六支儀

《量理學》（Pramana）。僅只聽聞一次，

軌》及相關實修法門，以及《吉祥勝樂輪金

他立刻完全無誤地通曉教授中的每一文字句

剛本續》。每天他都實修不動明王、文殊師

義，便向上師請求開許，准許他將這項教法

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及其他本尊儀軌。他遍

傳授給其他人。

學並精通大量重要的密續、經論及醫典，並

薩迦班智達也開始對策宗努辛給大師的

漸次領受灌頂、加持、密續教授及薩迦創教

學生講授《量抉擇論》（Pramanaviniscaya）

祖師及傳承上師的佛法精要。

及該論的論典，講授內容依照辛給大師的教

當薩迦班智達八歲時，講授過一次《蓮

授，每天授課兩次。就這樣，他在一個月內

生喜金剛儀軌》論著，十二歲時講授《喜金

憑記憶給予了包括《量抉擇論》的本論及相

剛本續》第二章的論著。十四歲時講解了

關論典的教授，所有僧眾莫不對他的能力感

《桑布札續》的共通論典，十五歲時完全掌

到嘖嘖稱奇。

握了他父親及薩迦創教祖師的所有教法。

薩迦班智達從同一上師策宗努辛給大

於十八歲時，有天晚上他夢到在薩迦寺

師學習中觀《理性論證全集》，當他的精神

後方的阿企佛塔前，直接從世親菩薩領受完

導師，也是其父親其融入法界後，他便返回

整的《阿毗達摩俱舍論》。受法時，世親菩

薩迦，接替其父主持所有法事儀式。完事之

薩面向東方，膚色呈現微藍，一臉中年的樣

後，他蒐集大量的黃金及供養資具，預備去

貌；薩迦班智達則坐在世親右側，面朝北方

求見他的上師策宗努辛給大師。

研讀經典。那個晚上對薩迦班智達來說感覺

在路途中，尊者在倉秋米仁波遇見了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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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米爾班智達釋迦師利巴札，

用？」薩迦班智達答道：「雖然這

從 其 領 受 名 為 策 瑪 曲 秋 （ Ts e m a

本書對大家來說沒什麼用，對我來

Chuchok）的因明教授。薩迦班智

說卻很有用。」說畢，他將剛剛所

達派遣他的侍者先行將所有的黃金

學的教授及論典從藏文倒譯成梵

與供養物品帶去獻給策宗努辛給大

文。釋迦師利巴札知道他的譯文完

師，自己則留在釋迦師利巴札身旁

全正確，就責備學生：「你們為何

領受教法。

要取笑他？薩迦巴對我的教法完全

當釋迦師利巴札以梵文講授

通達。」

梵文論典時，薩迦班智達卻同步對

薩迦班智達也從施戒班智達

照著藏文論典。釋迦師利巴札的學

（Pandita Danasila）那裡學習許多

生中，有些班智達便嘲笑薩班。釋

因明教法，以及其他金剛乘的實修

迦師利巴札聽見他們的笑聲，便問

教授，並從尼泊爾桑伽師利班智達

薩迦班智達：「看那本書有什麼

處，學習一系列的梵語作品，以及
如《釋量論》等及其他因明著作。
薩迦班智達自己就說：「我非常幸
運，因為尼泊爾桑伽師利大師來到
我這裡，所以我能向他學習，他的
梵文造詣無人能出其右。」
釋迦師利巴札前往衛藏，當他
離開時，薩迦班智達便邀請善逝吉
祥班智達來到薩迦地區，跟隨他廣
泛學習梵文、因明、詩詞作賦、修
辭學及其他諸明長達兩年。
隨後當釋迦師利巴札返回倉區
（Tsang），薩迦班智達前往禮敬
並請求他賜予具足比丘戒，釋迦師
利巴札應允，因此在二十五歲時，
薩迦班智達在娘彌堅寺（Nyangmit
Gyen），偉大的洛多上師法座處
剃度，然後在紐沖（Nyongchong）
受具足戒。受戒儀式中，喀什米
爾釋迦師利巴札方丈擔任得戒
師，克沃雷菩提薩埵（Bodhisattva
K yewo le） 為羯 磨師 ，首 護 上師
（Master Shohul）為教授師，整個

文殊師利菩薩在薩迦班智達面前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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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儀式還由多位具德上師及海會

僧眾所見證。

我證得對完整三藏意義的無畏勇氣，並獲得

釋迦師利巴札告誡薩迦班智達：「現在

本尊、人天等愛戴，即使是最自負的眾生如

你已受具足戒，精進護戒是很重要的。」他

印度君王也渴求從我這裡獲得佛法教授，我

指定至尊秋丹（Venerable Jodan）擔任薩迦班

心中生起某些真正的內在證悟。」

智達的戒律指導上師，至尊秋丹對所有應持

薩迦班智達也親見許多本尊聖眾，如文

守的學處極為嚴謹，縱使是最細微的過失也

殊師利菩薩、不動明王、度母等等，他們直

會予以糾正。

接給予薩迦班智達諸多佛法門徑，藉此他心

爾後薩迦班智達跟隨釋迦師利巴札學習

中生起無量禪定功德。薩迦班智達告訴我：

因明論典《因明七論》以及該論之論疏及注

「有一天晚上我夢見自己坐在一個寶

疏。他也從釋迦師利巴札與克沃雷菩提薩埵

石砌成的高高法座上，給予海會大眾佛法教

處學習其他律藏、經藏及密續。

授。我開始用梵文念誦《釋量論》的頭一句

薩迦班智達的禪定已臻甚深境界，所

偈頌：

以能了悟內外相互依存之緣起，亦能預知未
來。當他修習禪定時，再大的事情也無法干
擾他，即使身處群眾間也一樣。因上師加持

敬禮於具足，除滅分別網，
甚深廣大身，遍放普賢光。

力之故，在他的心中生起對佛法教證了悟定
解的善根功德，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薩迦
班智達曾說過：
「當我年幼時，我向根本上師傑尊札
巴蔣稱請求賜予上師相應法，但上師沒有答

那時日月從我右、左肩升起。次日清
晨，我向法王傑尊札巴蔣稱敘述夢境，他答
道：『出現這樣的夢境極為稀有，我們必須
行廣大供養以茲慶祝』。

應，他說：『你沒視我如佛，只是把我看成

薩迦班智達告訴我另一個夢境：

你的叔父，你還未能將自己的身體與所屬一

在薩迦西邊有條小溪變成一條大河，

切獻給你的上師』。不久之後，我出現了即

我的怙主傑尊札巴蔣稱坐在水邊堤岸上，傾

將死亡的恐怖徵兆，健康情形也開始惡化。

聽二祖索南則摩昂首吟唱密咒乘秘密之歌。

就在此同時，我的根本上師也示現違和，那

當我聆聽時，我爬上岸邊朝二祖索南則摩走

時我不吃不睡，焚膏繼晷地服侍上師。如是

去。聽說釋迦師利巴札也做了類似的夢境，

服侍上師的善業，似乎淨除了我的業障。

後來向他詢及此事，發現我們在同一晚上做

後來，我的根本上師傑尊札巴蔣稱傳授

了相同的夢。

我上師瑜伽時，在我心中生起了一個念頭，

據說我的怙主並不是在夢中，而是在

認為我的根本上師即為真正的佛，我將他視

薩迦寺中，從他面前的虛空中領受教法。他

為文殊師利菩薩及一切諸佛的化現。藉由這

也清晰聽見心中有個聲音說：「在你過去

樣的淨觀，我完全淨除了死亡的徵兆，身體

二十七世以前，你曾無有障礙地投生成為一

也恢復健康。從那時起，我開始對梵文字、

位班智達，對《釋量論》極有造詣。」隨

因明、詩詞、修辭、寫作、極秘密咒乘、波

後他再次聽到同一個聲音，但這次說的不是

羅蜜乘、阿毗達磨、毗奈耶、經藏及其他皆

「二十七世」，而是「三十七世」，他本人

能了達，洞悉經典及理性論證的無誤精要。

曾親口告訴我這些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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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場合中我的怙主都曾說過：「我
似乎在過去世曾研讀梵文與因明，這樣的習
氣沿襲至今，因為我能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學
習這些學科。」

頗東仁波切等人則視他與文殊師利菩薩無二
無別。
我的怙主也具有洞悉未來的能力。在他
造訪北方時就有過這樣一個案例。當他停留

又有一次，當他給予佛法教授時，在虛

在那兒期間，在陰木蛇年秋季當中，他預告

空中或在他心中有個聲音說：「你是怙主札

將會在鐵豬年遷往他方淨土，陽鐵狗年秋末

巴蔣稱的化身，將能調伏無數有情，甚至恆

他又做了一次這樣的預言。某些他的親近弟

河沙數般，諸佛也無法攝受的眾生都能被你

子聽到後記錄下來，事後就如他所預言般地

調伏。」

發生了。

我的怙主跟我說：「之後當我在葉魯

說到薩迦班智達的寫作稟賦，據說他會

（ Ye r u ） 噶 當 寺 的 神 聖 大 殿 傳 法 時 ， 另 外

依兩種目的來撰文，一是主要為利益眾生而

有個聲音說：『我是你多世以前的精神導

作，一是主要為展現文采而作。當主要為利

師。』我立刻就認出那個聲音。」

益眾生而寫時，他的文章句義皆無有錯繆、

有次薩迦班智達示現身體違和，文殊師

合乎邏輯、明晰，與經藏、密續意義一致，

利菩薩、龍樹菩薩、寂天菩薩及其他聖眾皆

即使是最博學者亦挑不出任何毛病，他的著

現前給予安慰。某些具有清淨見地的弟子如

作的確優美無比。
某些他的作品則是主要為展現文采而
作，如《善逝讚》、《祈請具大悲心之聖
者》等。這些作品全都詞藻優美，字義表達
恰如其分，意境悠遠，結構均衡，隱喻不與
了義相違，在散文的種類、口音輕重、長短
音也做了明顯區別，用字遣詞及音韻更美化
潤飾了這些作品。雖然薩班下筆行雲流水，
但文章意義清晰，詩韻悅耳且易於讀誦。所
有著述皆宛如金絮繒彩之作，也有人認為他
的作品是如此曼妙、典雅，猶如完美珍珠飾
成的花園。當人們閱讀或聽聞到其作品時，
博學之士都會心生喜樂，這些作品適合才智
之士引用，智者也加以欽讚。
因薩迦班智達擁有出類拔萃的才智，
且藉由正確了悟每一經典意涵而衍生了大無
畏的勇氣。因此他的演說毫無瑕疵，他的陳
述毫無缺點，他的言語超越批評，讓每一位
挑戰的對手聞之喪膽。他擊敗了許多偉大的
西藏學者，更讓許多印度佛教班智達相形見

薩迦班智達在辯論中大勝印度外道師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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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其辯論的能力無人出其左右。

他亦擊敗外道上師，例如非常
博學的哈里南達（Harinanda），名
聲響遍全印度，當他耳聞薩迦班智
達的名聲，便與六位印度教導師前
來西藏挑戰辯論。薩迦班智達以他
的智慧將他們徹底擊潰，並將他們
安置於正確的見地。
薩迦班智達如是終其一生，
一心安住於二種次第之甚深禪定，
一直到六十三歲都在西藏致力於研
習、觀修、禪定、傳法、著述及辯
論。透過這樣的方式，他為佛陀教
法供獻一己心力，猶如升起的朝
陽，讓他聲譽滿四方。
薩迦班智達晚年的盛名傳到蒙
古皇帝的兒子闊端汗耳裡。闊端汗
說：「我聽說西藏有一位很有名的
佛教上師叫做『薩迦巴』，我希望
能邀請他來這裡。」他派遣了托塔
克（Tortak）將軍前去邀請。
當托塔克抵達薩迦並呈上了
汗王的邀請函，薩迦班智達憶起他
的上師傑尊札巴蔣稱曾作過如是授
記：「當你晚年時，有人會從北方
前來迎請你至他們的國家，那時切
莫猶豫應該前往，因為此舉將對佛
陀法教大有裨益。」因此薩迦班智

薩迦班智達擊敗外道師哈里南達，在他的肩膀上示現出文殊師利菩薩的形象。

達當場欣喜地接受了邀請。
陽木龍年薩迦班智達六十三

在旅途中，有位噶當派上師名

歲時，他偕同兩位姪子啟程前往中

叫南卡布向他請益：「有什麼特殊

國。在旅途中，許多知名博學的上

的跡象顯示你到漢地去能夠利益蒙

師及其他幸運的弟子皆請求他給予

古皇帝？」薩迦班智達答道：「蒙

密續的灌頂、加持、講解以及傳授

古皇帝稍來的邀請函措辭強烈：

精要的教授。他隨緣滿足每一位的

『你必須來擔任我的上師，如果回

請求，在西藏多處地區轉動法輪，

絕，我將派兵進攻西藏。』因為他

前往中國的旅程歷時三年。

這麼寫了，若真的兵臨西藏，必定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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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靈塗炭，因此為了利益有情，我決

在薩迦班智達還未抵達涼州前，

定前往，並非我能利益皇帝才前往。總

皇宮中已經有些西藏僧侶駐錫，但他們

而言之，若此事能利益有情，我將義無

無法展現任何特殊事蹟，以彰顯佛法的

反顧地捨棄一切，縱使要犧牲我僅有的

殊勝功德。因此，在皇宮中舉行祈福法

身體與性命，亦在所不惜。」

會等法事時，是由蒙古的民間法師爾卡

陽火馬年八月，當薩迦班智達
六十五歲時抵達了皇帝在涼州的皇宮。

旺，以及蒙古的祭司坐在大眾前領眾念
誦祈請文。

那時闊端汗去蒙古參加貴由汗的登基大

佛法怙主薩迦班智達與闊端汗進行

典。皇帝在隔年（羊年）返回涼州，在

密集而廣泛的佛法探討，當汗王不瞭解

皇宮中接見了薩迦班智達。汗王見到薩

許多重要關鍵時，來自雲南的學者與修

迦班智達非常歡喜，兩人針對佛法及世

行者就會從旁輔導，藉此汗王對佛法義

俗事務做了一次很愉快的討論。

理有了很好的理解，也很歡喜能從薩迦
班智達處領受教法。
很快地汗王向臣民頒發敕令，
要求蒙古法師爾卡旺及祭司不能坐
在佛教僧侶之前，應由法王薩迦
班智達領眾。他也在全國頒布敕令
應由佛教僧侶帶領念誦祈請文與祈
禱，他們的地位應受到尊崇。
皇帝染患了一種皮膚病，薩迦
班智達便為他舉行獅吼觀音法事儀
軌，將皇帝的惡疾完全治癒，從此
皇帝對薩迦班智達深信不疑。皇帝
向薩班請求並領受了甚深廣大的佛
法教授，從大乘傳統菩薩戒及其他
多部典籍開始。他非常尊崇薩迦班
智達，從那時起，薩迦班智達就以
多種語言為不同族群傳授佛法，以
這樣的方式，將原先對佛法無信心
者引導開展其信心，將已生信心者
安置在大乘的道路上。簡言之，他
將無數眾生安置在成熟解脫之地，
讓佛法在整個國境內繁榮昌盛。
在皇宮中駐錫並傳授佛法後，
怙主想動身返回西藏，不過他以般

薩迦班智達在土地神與龍王的護持下，攝受蒙古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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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智慧了知停留在中國北部對教法

與眾生會更有裨益，因此他安駐在原地，但
致送許多禮物給西藏的弟子及信徒。
他撰寫了《牟尼密意顯明論》（Illumination
of the Sage’s Intent）一書，講述修道的次第以
作為佛法的贈禮。同時他也附上了修行的指
示：「我已在全西藏講授了這個教授，包括
衛藏與康區。所有我的學生都已經獲得本論
的閱讀傳承，因此你們皆應根據這個教授努
力學習、弘傳與實修。」
這位偉大的上師，我們這一劫的第二
全知者住世至七十歲。他使教法昌隆，幫助
無數眾生令其成熟，安置他們於解脫的位階
上，在究竟層面上，尊者一直將心安住於實
相上。
陰豬年九月時，薩迦班智達欲利益他方
的眾生而欲示現涅槃，此時出現了十八種瑞
兆，他的醫生比吉、姪子八思巴以及許多人
都親眼目睹了這些事蹟。例如九月八日當天
大地劇烈震動，我向他請示這件事情意味著
什麼？薩迦班智達說：「一般而言，這是象

薩迦班智達照顧一位病患，畢瓦巴、克利須那帕與傑尊札巴蔣稱現
身授記薩迦班智達將獲得證悟。

徵一位偉大的菩薩將啟程到其他地方利益有
情，我們經歷的大地震動即是這種徵兆。」
許多聖者如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
觀世音菩薩等皆示現於虛空之中，薩迦班智

身必須體驗生、老、病、死四種河流。」接
著，大成就者畢瓦巴對薩迦班智達與克利須
那帕綻放笑顏，然後開口道：「正是如此。」

達與許多人都清晰地見到祂們。那時在秋古

薩迦班智達追憶這件事時說：「大成就

門瑪（Chogor Memar）有位名叫杜朗的格

者畢瓦巴以無名指沾取手中噶巴拉碗內的甘

西，因生了重病躺臥在床，整個床上都沾染

露，要我伸出舌頭，在舌上滴了幾滴甘露，

了排泄物。由於乏人照顧，他的病況非常危

那時我便體驗到了“大樂”與“明”的無分

急。薩迦班智達便說：「既然諸佛菩薩了知

別證悟。心想：「沒有比這更高或更殊勝的

他的病況，祂們懷抱著大悲心，為何不慈眼

體驗了，即使是完全超越概念與無分別體驗

看顧他？」

的諸佛俱生智，都沒辦法與之相比。」

那晚，在天快要亮時，薩迦班智達的上

隨後傑尊札巴蔣稱對薩迦班智達授記：

師傑尊札巴蔣稱在他面前虛空示現，伴隨著

「當你為利益其他眾生而離開此地時，你將

的還有大成就者畢瓦巴（Virupa）與克利須

投生到距離這個世界無數世界之遙的東方，

那帕（Krishnapa）。傑尊仁波切札巴蔣稱對薩

安住在該世界成為持明尊者。那一世你將令

迦班智達說道：「別感到灰心，這個染汙之

無數如來歡喜，嚴淨你的佛國剎土。你也會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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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顧視畢瓦巴與克利須那帕，並問
道：「是否如此？」兩位聖者弓同授
記：「如是」。薩迦班智達隨後舉行
薈供並修持了甚深的上師瑜伽。
這時薩迦班智達的頭頂上現出了
一個頂髻，雙眉間呈現猶如海螺殼般
的白色旋毫。在他殊勝的色身上，出
現了許多這樣的諸種相好。
到十一月十四日清晨，虛空出現
許多天界供養及勝利幢，伴隨著天樂、
樂音與廣大供品，大地劇烈震動，偉
大的法王薩迦班智達離開這個世界，
證入寂靜涅槃。該月的二十五日，當
他的法體荼毗時，煙霧幻化出彩虹，
聚集大眾都聽見了天樂，火化後的所
有聖骨皆生出無以計數的舍利。

薩迦班智達在淨觀中親見佛陀。

令無數有情眾生成熟，圓滿道次第修

偉大怙主金剛持，
執其猶如凡夫見，
實為極致妄想念，
如視海螺色為黃。
廣行神聖善道時，
祈以殊勝事業賜加持。

持。在下一世你將會轉生為尼美托佩
國王的王子。到了那時，即使你還非

本傳記由堪布卡桑蔣稱喇嘛與

常年少，就有能力撰著及解釋諸多教

貢噶秋卓尼師英譯，取自《道果教

法，並能以洞察力照見每一個世界，

授》「Ka」函，時間自殊勝佛陀天

得以解脫無以計數的虔誠弟子。

降日起至1997年薩迦班智達紀念日

薩迦班智達對我說：「這一世從
我這裡領受灌頂與教法的弟子，到了
那時都將再轉世成為我的弟子。」
傑 尊 札 巴 蔣 稱 授 記：「當 他 第
三次 轉世 時，將會成 為 無 垢吉 祥佛
（Buddha Vimalashri），行使利益無
量有情之事業」。說畢傑尊札巴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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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竟。

薩千貢噶寧波之教授 ─

遠離四種執著(三)
薩迦法王開示
馬君美居士口譯 文殊季刊編譯小組 整理

在

聞法之初宜生起正確動機，
並在聞法過程中避免三種過

患，此為聽聞教授之弟子必須謹
記者，而所謂三種過患指：不專
心聽聞教法的「覆器過」；忘記
所聞教法的「漏器過」；帶著負
面情緒聞法的「垢器過」。
本教授最初由文殊菩薩傳
授薩迦初祖薩千貢噶寧波，共包
括三部分：前行、正行、結行。
「前行」解釋如何透過皈依以改
邪道歸正道，及如何由發菩提心
而轉下士道為上士道(此部分已刊
於本刊上期)。「正行」乃文殊
菩薩傳授薩千貢噶寧波之四句偈
教法：「若執著此生，則非修行
者；若執著世間，則無出離心；
若執著己目的，則無菩提心;若執
著心生起，則失正見地。」
第一偈：「若執著此生，則
非修行者」，此直接告訴我們什
麼是錯誤的修持者，並間接指出
具十八暇滿人身的難得、無常與
死亡的必然性、精進修持而不再
拖延的重要性。此偈所解說者，
乃為「下士道」之修行，他並不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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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脫輪迴為目標，只是怕墮入惡道，並祈

「地獄道眾生受烈火寒冰折磨，餓鬼道眾生

求能繼續投生於人天善道而已。此偈重點在

受飢渴煎熬，畜生道眾生受殺戮啖食摧殘、

說明人生無常，生命總有結束之日，而當生

人道眾生受生老病死之苦，天道眾生則耽逸

命結束之時，心識仍會延續，若此生縱情造

樂而無解脫心。在輪迴中，如針眼般之真實

惡業，便會招致來生墮入惡道受苦；為避免

快樂皆不可得。」苦苦在地獄道、餓鬼道、

墮入惡道受苦，故需實際修行累積善業，以

畜生道中最易真實感受到。

求投生善道。(這些教授在前一集中已作解釋)
今日教授重點在第二偈：「若執著世

（1）地獄道：

間，則無出離心」，此言若人執著於三界

地獄有三類：寒地獄、熱地獄、近邊地

（欲界、色界、無色界），則佛法修行將無

獄和小地獄：

法帶你進入解脫道。此偈說明：不只惡道極

甲、寒地獄

度痛苦，即使善道也無真正快樂，二者皆不

寒地獄又可分為八種：第一個寒地獄

值得貪戀。因此應該生起脫離輪迴之出雜

為「冰皰地獄」，此地獄眾生因所造業果成

心。若要生起出離心，則首先要了知輪迴即

熟，不經懷胎便直接化生冰皰地獄中，此

苦，當認識輪迴即苦後，追求解脫之心願和

地之天空黑暗無光，無太陽亦無星星，冰雪

脫離輪迴之出離心才會堅固。因此今天的教

遍布，雪峰環繞，寒風刺骨，侵襲肌膚，

授包含兩個主題：了知輪迴過患以生起出離

此地獄眾生因無衣物避寒，周身起皰，痛苦

心、明白因果業報以避免造惡業，最終則經

難當，因此稱為「冰皰地獄」。這個地獄的

由修行以脫離輪迴。

眾生受苦時間非常長，他們的壽命是以如下
方式計算：想像一個容器中盛滿1600公斤的

（一）輪迴的禍患
佛經言：「欲界乃過患，色界亦過患，
無色界亦復如是，唯『涅槃』方為究竟清
淨。」若人欲知輪迴苦，則苦苦、壞苦與行
苦是。

芝麻，每一百年取出一粒，直到芝麻取盡為
止，這樣的時間便是冰皰地獄眾生受苦的日
子。
第二個寒地獄是「裂皰地獄」，這地方
苦受性質與冰皰地獄類似，但要更冷20倍，
因此這地獄之眾生身上的皰便破裂開來，膿

1.苦苦

水與血從冰冷的身體流出，此地獄之壽命又

「苦苦」是我們通常認為的苦，如身體
疼痛和精神憂慮等，關於這種苦，佛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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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一地獄長20倍。
第三個寒地獄是「剝剝地獄」，此地眾

生因極度寒冷，苦不堪言，故發出「剝剝」
的聲音。
第四個寒地獄更冷，一點聲音都發不出
來，只聽到微弱的呼氣聲。

第一個稱為「復甦地獄」，此地眾生因
業力所感而化生於此，遍地熔漿鐵汁，乃由
於強烈我執――心中充滿憤怒所致，此地眾
生任何手持物均變成武器，視所有眾生為敵

第五個寒地獄的寒冷又更甚，此地眾生

人。身體遭獄卒截砍成塊而失去知覺，之後

全身冰凍，牙齒不停打顫，故稱為「咬牙地

天上會吹來一陣冷風，並傳來「復甦」聲，

獄」。

於是此地眾生便又重獲知覺；此地眾生便一

第六個寒地獄的寒冷又遠甚於前一地
獄，此地眾生皮膚凍成藍色，且裂成類似
烏巴拉花般的八瓣，故稱「裂如烏巴拉地
獄」。
第七個寒地獄的眾生，原本藍色皮膚被
暴風吹掠凍裂而成蓮花瓣，全身通紅，故稱
「裂如蓮花地獄」。
第八個寒地獄的寒冷再甚於前，此地眾

再經歷這種身體的破碎與復活而無間斷，此
為第一個熱地獄。
第二個稱為「黑繩地獄」，閻王部下會在
此地眾生身上劃上許多黑線，如同木匠用繩
墨劃木材一般，然後依黑線將其切割成塊。
第三個稱為「擠壓地獄」，此地眾生生
於狀如屠宰後獸頭的烈焰大山中，身體不斷
被燃燒的鐵山擠壓，而感受到極大痛苦。

生身體凍得僵硬如石，然後爆裂成千百片，

第四個稱為「哭號地獄」，此地獄眾生

連內臟也碎裂翻騰而出，類似大蓮花瓣，故

活在熾熱熔鐵地面，並遭獄卒不斷追趕，於

稱「裂如大蓮花地獄」。

是遁入附近房子以圖逃脫，然而一旦進入房

當我們沉思此等寒地獄之現況，然後去

子，房門即自行閉鎖，且永遠無法開啟，此

感受其性質、壽命、與痛苦時，當知我們並

時房子便成熾熱鐵屋，屋內眾生受到熊熊烈

沒有一定不生於這地方的把握；我們都曾造

火焚燒，只能從內心深處發出慘痛哭號，故

作許多惡行，特別是在憤怒時更會造作出大

稱「哭號地獄」。

惡行，倘若我們的惡行中，有基於憤怒心而

第五個稱為「大哭號地獄」，此地獄類

讓眾生或出家眾得到寒冷之苦受者，便有可

似哭號地獄，只是此地獄眾生不只被困在一

能感得此寒地獄之果報，所以我們要好好利

間屋子裏，而是被困於兩重屋子中，其中一

用具足暇滿的人身寶，勤修殊勝佛法，以避

屋位於另一屋的內部；此地眾生即使可能由

免墮入寒地獄中。

內屋逃出，也無法逃離外屋。因此此地眾生

乙、熱地獄

更為痛苦煎熬，哭號聲更為淒唳宏大，故稱

除了八寒地獄外，還有八熱地獄：

為「大哭號地獄」。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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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稱為「熱地獄」，此地獄卒捉拿

上就會被燒炙燙烤，當此地獄的眾生在地

此地眾生後，以火紅的單尖矛槍用力從這些

上行走時，右足舉起地面時，燙傷會自然痊

眾生肛門刺入，然後直達頂門；他們內部器

癒，而這時左足隨即踏在地面，而馬上被燙

官全被熾熱尖矛槍燒毀，故受極大的苦楚。

烤著；同理，當左足離地時，燒傷會自然痊

第七個稱為「大熱地獄」，此地眾生被
火熱的三尖矛槍從肛門戳入，直透頂門與雙
肩，火焰及煙從他們嘴巴和耳朵冒出來，痛

就這樣循環著。
第二個稱為「腐屍泥地獄」，此地獄之
地上都是爛屍泥等不淨物，此爛屍泥裏有無

苦無比。
第八個稱為「無間地獄」，此處眾生在

數鐵嘴虫會吞噬此地眾生的四肢，也會鑽進

一個巨大鐵墟中被燒烤著，他們身體和熾熱

其骨中；因爛屍泥其臭無比，一般人即使只

火焰不可區分，除哭號聲外，無任何徵兆可

聞到這臭味都可能致死，然而他們因業力招

知裏面有眾生在受苦，此地眾生所受的是輪

感而投生此處，故不會死地受盡折磨。

迴中無與倫比的最大痛苦。

20

愈，但右足又會踏地而被猛火燒傷，左右足

第三個稱為「刀途地獄」，這地獄分成

上列前六個熱地獄眾生的壽量，可以

好幾部份，當業報眾生渡過腐屍泥地獄後，

欲界六層天人的壽量來推算，〈阿毗達磨俱

他們將進入一遍地佈滿尖刀之處，不論走到

舍論〉：人間五十年相當於欲界天第一層天

哪裡，腳的骨肉都會被割成碎片，而產生極

（四天王天）的一日。以五十年人間壽命為

大痛苦。接著他們會進入一樹葉如利劍的樹

一天來算，此天天人的壽量是其歲月的五百

林，因剛脫離被燒烤的痛苦，他們希望到樹

年，這整個五百年的時間只是「復甦地獄」

林中尋找解脫，但反而被刀劍般的樹葉將身

內的一日，而「復甦地獄」眾生的壽量是其

體刺得遍體鱗傷。

歲月的五百年。依此類推，人間一百年等於

當從那裏被釋放後，他們看到眼前一

第二層天(三十三天)的一天，而此天人的壽

座大山，於是試著往上爬，結果身體被無數

量是其歲月的一千年，根據如此推算，這六

尖銳鐵矛剌穿，很艱難地爬到山頂，卻又碰

地獄中每一地獄眾生的壽量增長是無法想像

到如烏鴉和鳶的地獄之鳥，啄食他們眼睛，

的。而「大熱地獄」的眾生壽量則是半個中

挖吃他們的大腦。此時聽到親屬呼喚他們名

劫，「無間地獄」眾生的壽量是一整中劫。

字，他們試著走下山去見他們，而在下山時

丙、近邊地獄和小地獄

又是被尖銳鐵矛刺穿身體；好不容易終於

近邊地獄有四個：

抵達山腳下，他們不但沒看到他們眷念的親

第一個稱為「火溝地獄」，它位於上

屬，自己身體四肢卻被狐狼惡狗給撕裂成片

列地獄的周邊，這地獄眾生的四肢若碰到地

段。在這地獄道中，若此眾生過去曾造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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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的惡業，他的舌頭將會被拉長而舖在熾

自己孤伶伶的處在這裡，便會倍感傷心。此

熱燃燒的鐵板上，用鐵釘固定好舌頭，然後

處完全缺乏水和食物，故受到長久持續的飢

獄卒用尖銳的工具在上面犁耕，因此所受痛

渴之苦；有時他們看到遠處有如山的米飯和

苦極其難忍。

大河，由於極度飢渴故思立刻啟程前往，

第四個稱為「灰河地獄」，當他們歷經

可是當他們到達時，卻發現原來只是一些小

熔漿鐵汁的燒燙，渡過遍地鐵矛的穿刺切割

白石和藍色石板而非米飯和河水。他們身體

後，遠遠望到一條河，他們想逃到裏面，當

瘦骨嶙峋，每次都花很大力氣，經歷很多困

他們好不容易到達河邊就毫不猶豫的跳進河

難，向著他們所渴望的食物和飲水跑去時，

裏，但這時河水變成熱灰，使他們的身體受

最後卻發現那裏只是海市蜃樓，什麼食物和

到極度的煎燒熾烤；他們想要逃離此河，但

飲水也沒有，因而感到莫大痛苦傷心。這是

發現河的周圍佈滿獄卒，將他們再度打回河

受外在痛苦折磨的餓鬼。

裏，此地眾生便如此受苦著。

第二種是受內在痛苦折磨的餓鬼，這類

除主要地獄和近邊地獄外，尚有其他許

眾生偶而會找到一些如膿液般污穢的食物，

多不同痛苦的小地獄，由於性質類似地獄，

雖然受著極大飢渴之苦，但他們如針眼般大

因此被稱為小地獄，有些這類小地獄也會出

小的嘴巴卻無法吃進這些食物，即使吃進一

現於人道中，例如被熱水滾燙的動物，還有

點穢物，嘴巴馬上撕裂流血，而且食物會黏

其他很多類似的例子等。

在他們細如馬尾毛的喉中，當這些食物終於

我們必需深刻思維地獄道中的痛苦，這

通過喉嚨，進到巨大的胃時，食物馬上就消

些並不是虛妄的故事，而是佛陀給我們的真

失，不但無法滿足飢渴，反而使他們感到更

實教授，有很多佛教經論對地獄的痛苦和壽

加的飢渴。

命長短都有詳細記載，這些都是真實不虛的

第三種餓鬼是受到痛苦中痛苦之折磨，

存在。因此，我們應深刻思維並痛下決心來

他們到處尋找食物，不但沒有找到食物反而

修持神聖佛法，以求永遠脫離地獄之苦。

被餓鬼道的監督們迫趕追打，而受到極大痛
苦，有時他們找到一點如黏液般的穢物，卻

（2）餓鬼道

非常難於吞嚥，如果他們能吞下一點，穢物

第二個惡道是餓鬼道，在這道中的眾

馬上在胃中化成火焰，不但無法滿足他們的

生，承受著三種痛苦：外在的、內在的、與

飢渴，這些食物反而在體內燃燒著，使他們

痛苦中的痛苦。受報生在餓鬼道的眾生，是

更加痛苦。

造了許多動機為吝嗇與貪婪的惡業，他們所
居之處是一個荒涼陰沈的地方，當他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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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鬼道的眾生就如此受苦著而無法逃

苦，而更根本的問題是，所有種類的動物都

脫，直到他們的業報受盡為止，因此我們必

活在完全無明中，就像有塊大石頭壓在他們

需深刻思維餓鬼道之苦，然後下定決心勤修

頭上，以致無法分清是非善惡，故終身難有

佛法，以避免投生此道中。

出脫之日。

（3）畜生道

2.壞苦

第三惡道是畜生道，畜生道有兩主要種
類：生存在大海中及散居在陸地上。

第二種痛苦是壞苦，壞苦包括我們平常
認為是快樂的感覺；和惡道中的痛苦相比，

住在大海中的動物生存非常困難，他們

這些感覺似乎是快樂的，但若深入觀察您

隨海浪漂泊，居處和伙伴時時在變；有些地

會發現這也是一種痛苦。壞苦主要存在善道

區完全黑暗，連自己四肢都看不到。他們無

中，特別是天道。

論到哪裡，都害怕被吞噬。有時許多小魚吃
一條大魚，有時一條大魚吃掉許多小魚；此
外，還會受到人類的捕捉屠殺。因畜生道眾
生時時擔心被吃掉，故片刻不得安寧。

因為業報之故，天道眾生具有漂亮的身
體，他們住華宅、穿華衣、並有無限的享受；

散居於陸地上的動物分成兩類：受人類飼

但這些並無恆常性。雖然天人壽命很長，但

養的與野生的；受人類飼養的必需拉重車、

他們沉迷享樂，生命過得很快；轉眼間死亡

耕種、或用來取乳。他們被繩索綁著，受人

徵象便會現前，他們的花環枯萎了，身上美

類鞭打而逼迫作苦工，當他們年老時，不但

麗的光澤消失了，衣服也被汗濕透了，有生

無法安養天年，還會被屠宰以取其皮肉骨。

以來第一次顯得骯髒；經由有漏的先知，知

陸地上無人飼養的野生動物，則需隨時

道很快會面臨死亡，且預見自己將投生處。

保持警覺狀態，因為隨時會被人或其他動物

由於一生享樂，忽視佛法修行，因此通常

獵殺，當他們無法逃脫獵犬追逐時，便會倒

會墮入惡道中，承受各種不可言喻的身心痛

下來而被剝取皮肉骨角，真是痛苦難當。

苦。因為預見如此，故體驗到極大的心理苦

除此外動物界還有其他無數種類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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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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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這種痛苦甚至超過地獄道眾生的痛苦。

（2）人道

（二）業力因果

在人類中沒有人可離於生、老、病、死

接下來我們應思維業力因果，當知我們

四大苦。除此外，還有求不得，愛別離，怨

所以陷於輪迴中，乃因過去放縱地造作惡行

憎會，以及許多其他種類之苦。

所致，今天若要脫離苦海，便需徹底捨離痛
苦之因惡行，並進而修習佛法及成就善行。

（3）阿修羅道

以下解釋惡行、善行、及無記行。

阿修羅總是和天人競爭，他們在戰場上向
天人挑戰，但因善業不及天人，所以總是被
打敗；看到所有男眾阿修羅在戰場上被殺死，
女眾阿修羅便受到極大恐懼悲哀之痛苦。

1.惡行及其果報
何謂惡行？所有由煩惱染污所引生的行
為皆為惡行。以下將說明惡行的內涵、惡行
的果報、及我們宜如何捨離惡行。

3.行苦

惡行有十種，第一是「殺」，包括由
行苦，因一切有為

貪、瞋或痴所造的殺業。例如殺敵人是由瞋

法遷流三世，無剎那常住安穩，為此感到逼

煩惱所造之殺業；為了動物的皮肉而殺是由

惱，稱為行苦；舉例來說，無論你去那裏，

貪煩惱所造之殺業；人們因打獵或娛樂而殺

跟誰交往，參加什麼活動，總是不滿足，總

動物是由痴煩惱所造之殺業。不論動機是

是有些空虛，這便是輪迴中的存在之苦。

貪、瞋或痴，不論用任何工具

第三類的痛苦

武器或毒

簡言之，只要眾生留在六道中輪迴，

藥，不論自己殺或命令別人殺，只要真的殺

就無法脫離痛苦，就像是火的性質一樣，不

害一個有情，小到昆蟲，大到天人，都屬於

論大火，小火都是熱的，輪迴的性質就是痛

第一惡行。

苦，無論在哪一道都一樣，因此我們要堅決

第二是「盜」，指將他人的所有物佔為

勤修佛法，才能脫離三惡道之苦，進而徹底

已有的行為，無論用暴力或溫和手段取得，

解脫輪迴之苦。

無論採欺騙或其他方法，無論微不足道的小
東西或非常貴重之物，都是「盜業」。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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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淫」，指與非法定的伴侶發生
任何性交行為。

2.善行及其果報
其次，我們來思維善行，善行為十惡行之

以上三種惡行屬於身業。

相反，如戒殺生，不偷竊，戒邪淫等，這十種

第四是「妄語」，指為了欺騙他人而說

不受煩惱染污所引發的行為即為十善行。

謊話。

實修善行能帶來暫時和究竟的利益，至

第五是「兩口」，指運用語言促使個人
或團體造成不和諧。
第六是「惡口」，指因瞋煩惱而以尖銳
的言語造成聽聞者的不愉快。
第七是「綺語」，指談論無益生命提升，
甚至反而會增長貪、瞋、痴煩惱的話題。

於會得何種果報，則視所造善行的大小多寡與
發心的正偏強弱而定，例如持不殺戒能得健康
長壽；持不偷戒能得大財富；持不邪淫戒能得
美滿婚姻等；故知十善行能帶來和十惡行相
反的世間果報。因此我們應下決心盡全力勤修
善行，即使是微小的善行也不要放過。

以上四種惡行屬於語業。
第八是「貪」，指見到他人的財富權力
等，生起希冀佔有之心。

無記行既非受煩惱染污影響，亦非出於

第九是「瞋」，指由於憎恨而生起的惡意。

善心念；如無動機的走路、睡覺、吃飯等，

第十是「不正見」，指由於無明障蔽而

這些活動無關善惡，即是無記行。無記行所

不相信因果業報、輪迴或佛陀真實教誨等。
當我們放縱於作這些惡行的同時，我
們必須思考一下它的果報為何，通常這些果

產生的果報，非善亦非惡；從無記行不產生
痛苦的觀點來看，無記行比惡行好；但從它
們不產生快樂來看，無記行是浪費時間。

報是類似於我們所造成眾生的何種苦痛，例

當知造作行為的動機非常重要，我們若

如屠宰動物或殺人，將會得到短命的報應；

能將動機轉化為善，便能將無記行轉化為善

造成他人身體的痛苦，將會得到不健康的報

功德。例如吃飯通常是無記行，但如果你吃

應；偷盜他人財物，將會得到貧窮的報應；

飯的動機是為了維持生命，讓自己能奉獻一

造了淫業的人，將會得到婚姻不美滿的報

生於修善行或佛法，則此時的無記行已轉化

應；無論我們造了什麼惡業，都將承受其惡

為善功德；又如您想要旅行，您可以祈禱去

業的報應。至於報應的大小與輕重，乃據所

旅行地見上師、去見佛、去聽聞佛法，這樣

造惡業的數量和動機而定，例如由憎恨殺人

便將旅行之無記行轉化為善功德。其他的無

可能會墮入地獄道；由貪心屠宰動物或其他

記行亦可依此方式轉化，簡單的說是改變我

有情，或貪取他人錢財等，可能會墮入餓鬼

們的動機，而將所有的無記行轉化為善功德。

道；又如由於愚痴而屠殺動物或其他有情，

第二句偈「若執著世間，則無出離心」

將很可能墮入畜生道。
造作惡行會使我們在此世受苦，且會感
得來世受生三惡道之果，故知造作惡行會帶
來自己莫大災難。因此我們要痛下決心，徹
底捨離這些惡行，誓言無論發生任何情況都
不造此惡業，這樣才能免於受業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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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記行及其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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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授到此結束，此偈解釋了由地獄道到天
道輪迴的過患，並以業力因果說明我們如今
陷於輪迴的原因。（下期待續）

究給企謙仁波切開示—

上師瑜珈 (四)
上師瑜珈：持守見地
教法中有言，白天要觀想上師在自己的頭
頂上，夜晚則在心中。白天觀想上師坐在頂上

傳示的心性所在。日以繼夜，每一次上師溶
入己心，我們就安住其中並且體悟其空性。
在這樣的加持之下，我們就能體驗到空性。

蓮座中，夜晚入睡時則可觀想上師融入自己，

我們必須讓自己持續體驗透過上師的加

以光體安住在心間，這是入睡前的一種修持方

持而產生的空性覺受。在體認空性的某個時

法，觀想上師在自己的心間然後入睡。

刻，清淨明光、自性本覺必然生起，關鍵在

透過這樣的禪修，可以得到加持，而且

於我們必須適時體悟。只要你能盡力修持，

在觀修「持守見地」時也容易更上層樓。藉

就能淨化許多罪業與障礙，更能因此而得到

由傳承的加持，你自然會被引導邁向「持守

許多的加持。這個重點就是，心愈能安住於

見地」的康莊大道。

空性，則愈能有效地領受上師的加持。藉由

重點就是將上師融入於心，然後將自己的
心與上師的心真正融合，時時安住於上師所

領受的加持，我們集聚福德資糧，藉由安住
於空性，我們集聚智慧資糧。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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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持上師瑜珈，我們觀想上師現於面
前，上師是觀想的對象，以自己傳法上師的
形象象徵上師，然而，勝義上師則是指人人
自身的本覺智慧，或本覺俱生智。

性不受任何言語造作及抽象知識概念束縛。
也就是說，只能在毫無妄念的境界中體悟。
覺性只能透過上師的教導並依照口訣傳
授之修持而體會，如果修持得好，就會得到
加持。透過加持和上師對心性的口傳教授，

上師瑜珈：體悟心性
一 般的情況下，不必很 直接地談到見

不同的上師可能會用不同的方法傳示心

地，因此許多的法本及教誨通常也只給予間接

性，或用眼神，或用手勢，有些上師可能會

的解說。當一位上師為一大群弟子灌頂時，通

巧用嚇人的如雷貫耳聲響來傳示心性。一旦

常他針對四灌頂的見地觀修只會給予一般性

毫無妄念的狀態生起，上師便會指導弟子安

而且簡略的解說。然而，因為這些教法是針

住其中。

對親近的弟子，所以我要做更深入的解說，

對那些能安住妄念不起的弟子，上師會

使大家得到更大的利益。如果上師特別慈

給予覺性的傳授。上師會告訴我們，心性雖

悲，對於親近的弟子，尤其是對領受教法深

空，自性本覺卻一向存在空性的體悟中。正

具信心者，是可以清楚解說、傾囊相授的。

如我們一開始能體悟到空性，同理我們的本

如果上師清晰地解說教法，弟子是有可

覺在空性中也能自我體認。

能對自己的心性獲得實際的體驗的。如果沒

第四灌頂，空性的意涵很難用文字解

有這樣的體驗，則吾人對空性的修持就會像

釋、或舉例來說明，因為它實在非常深妙。

虛空般的一片空白，什麼覺受也沒有。

不過，基於需要，通常還是須用象徵性的

本覺俱生智真正的意涵無法用知識來

方式介紹心性。各種教法中曾經使用許多例

領悟。我們必須要透過領受上師的加持和口

子，不過都僅是針對須要被體認的要點遙遙

傳，並且一定要實修，才能體悟心性。雖然

指引而已。例如，教法中說，覺性如金剛杵

學術論著對心性概念的理解是有幫助的，然

或金剛鑽，其利可斷萬物。覺性可斷妄念，

而心性的本質根本超乎世間的語言文字。心

正如今剛鑽可切割任何物體，卻不為他物所

性只能靠各人經由實修，各自體悟。由言銓

斷。同樣的，覺性無可斷裂，無可摧毀，也

進而實修，透過實修逐漸對心性的見地獲致

不被妄念所動。

實際的體驗。

26

弟子方能體悟覺性，也才能安住於見地。

另有一個例子：空性覺知被說成如同虛空

這些教法隸屬於實修傳承，也就是親身

的中間。亦即，空性覺知雖然虛空如空間，

體悟的傳承。事實必須如此，因為真正的心

卻不是一片空白，不是沒有覺知的虛空。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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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實具有明晰的特質，亦即它在空性之中

在無念狀態中，維持能知而不執著的狀

具有知覺，而不像物質世界的空間那樣無知

態，這就是須要証悟的津要。我們應時時維

無識。我們說覺性如處虛空之中，是因為根

持這樣的體悟，不讓任何念頭分心。一旦我

本無法指出它的位置，當你想要確立覺性的

們被念頭擾亂時，要立刻想起薩迦班智達那

所在，它就消失不見。因此，空性覺知也被

句開示的意義。不論任何思緒或感覺升起，

說成像是空中回音。然而，雖然無法指出它

都須再度往內觀心,並體悟空性。在體悟中妄

的所在，吾人卻有方法體認出它的存在。當

念自然消逝。

這種體認透過修持逐漸堅固，覺知就會越來

這就是持續禪修的要訣。這就是學習去

越寬廣開擴，如虛空般。用虛空做比喻是傳

體悟並且開始禪修「持守見地」的方法。這

示法性─或萬象的本質─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薩迦傳承修持見地的要旨，也是大圓滿

我特別喜歡用薩迦班智達的一句簡單開
示來直指心性：

和大手印的要旨。
觀修「持守見地」需要某種特殊的精

前念已滅後念未起之間，
清淨明光不斷持續展現。

進。剛開始時，體悟空性無法持續很久，因

當上一個念頭已經過去，而下一個念頭

沒有覺察這一點，將無法回到見地。因此，

尚未生起，此時便有一個空隙，一個無念的

我們必須在專注中精進，不這樣特別的精進

狀態。不過，雖然是無念，它卻並不是一種

則無法維持見地。

為我們很容易分心而陷入二元論思惟。如果

完全空洞、無知的狀態。事實上有一個能知

專注結合「專」與「注」，「專」意即

的面相能體悟一切，這個意念上能知的特性

記住你的心性，也就是空性。除了記得體悟

通常僅是剎那的意識，也就是說它在瞬間不

空性，我們心中明晰之特質持續起作用，清

停地改變，然而，當我們體悟到這特性，事

清楚楚覺知週遭及內心發生的事。

實上它就是不斷持續展現的明光。

由於明晰特質的作用，「注」會注意週

一旦被覺察到，明光就會很快地消逝無

遭發生的事，因此會覺察我們何時分了心，

蹤，雖然它一直恆常存在。當我們一旦離開

或者妄念紛飛。一旦覺察迷失「專」的本

無念的狀態而再次昇起妄想時，明光就不見

性，「專」會再一次帶我們回到心性。

了。因此，我們要時時刻刻思維薩迦班智達

能夠了解專注的意義對「持守見地」是

那句開示的意義。我們必須回到念滅與念起

必要的，也是精進持守明空不二心性見地的

之間，體悟心識的空性。必須進入無念的狀

要訣。

態，對於空性沒有絲毫的貪求或執著。

回到念起念滅間的空隙，去領悟吾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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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空性本質，這就牽涉到「定」的修持。

這麼一來，你的信心與熱誠會大幅增

另一方面，為了要証悟清淨明光，體驗到那

長。有一說是在灌頂時你便能體驗四灌頂的

種無念、空性之中無所不知、卻又無所執的

意義；而修持與每一個灌頂相關的生起次第

境界，則勢須勤修「慧」。

及圓滿次第，就能了解每個灌頂的意義，並

人們喜歡吃甘露丸接受加持。甘露丸很
重要，但也只是外在的加持藥丸，可以幫助

生起相關的智慧。另一說是，透過修持上師
瑜珈，你便能體認四灌頂的意義。

人們圓滿積聚福德，而真正的加持是個人自

如果有人能圓滿接受灌頂的加持，在寶

己的本覺智慧。要圓滿積聚智慧，我們須要

瓶灌頂時就能體認顯空不二，若能領悟這樣

去體悟覺性。

的體認，就是顯空不二慧。

修持上師瑜珈，必須觀想上師與我們

領受秘密灌頂加持，可體認明空不二，

的心合一。直到我們的心完全與上師的心合

若能自觀內心、領悟這樣的體認，就是明空

一，上師與我們的覺性無二無別。

不二慧。

當上師與我們的覺性合於一味，這就是

領受智慧灌頂加持，可體認樂空不二，

所謂的勝義的上師瑜珈。自然安住於上師與

若能領悟這體認的本質，這樣的領悟就是樂

自性無二無別的狀態，就像水與濕氣會一直

空不二慧。

在一起，無法分開；同樣地，我們安住在與
上師的心無二無別的狀態中。

最後，名詞灌頂的加持給予我們覺空不
二的體認。當自觀本心、領悟覺空不二的體
認，就是覺空不二慧。

上師瑜珈：四灌頂

28

第四灌頂是透過語詞傳遞，因此稱為

當弟子們更加努力修持上師相應法時，

名詞灌頂。在傳授第四灌頂時，涉及許多語

便會從上師處依序領受到四灌頂。透過加持

詞的解說，例如，上師會告知，我們自己就

與實修，你自己便會體驗到寶瓶灌頂的一些

是本身究竟自性的父親或母親。一但我們自

智慧，即「顯空的智慧」；或者開始體認秘

己覺察到它的存在，即等於我們把它生了出

密灌頂的智慧，即「明空的智慧」；同樣

來。一旦能夠尋獲此一天賦，且領悟覺空，

地，你會體認智慧灌頂的智慧，即「樂空的

我們將會對上師生起無上的虔敬心，因為上

智慧」；最後，你會了解名詞灌頂的意涵，

師解答了我們的疑惑。究竟而言，疑惑並非

就是「本覺空性的智慧」。

我們憑藉知識能解決的。我們唯有透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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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行及上師的加持才能體悟自性。

被稱之為顯空不二。這個了解外相的心識也

上師會說我們的本覺智慧如同金剛鑽。

就被稱為第六識，亦即六識（眼、耳、鼻、舌、

金剛鑽可以切割萬物而不為它物所損，同樣

身、意）中的「意識」。但是當它在妄念不生的

地，我們的思惟或情緒不會傷害到本覺自

狀態被認証出來時，就成為顯空的智慧。

性，但是一旦我們証悟了本覺自性，它就有

更微細的空性顯現為我們的內在心識。

能力斬斷一切妄念、情緒、以及一切干擾我

歷經秘密灌頂，我們在空性中生起內在的明

們心識的疑惑及痛苦。

覺，這樣的體悟即稱為明空不二。這個心識

上師灌頂時開示心性的話語或許很簡短，

稱為第七識或煩惱識(末那識)，牽涉到自我思

卻在我們的心裡種下了悟正見的種子。根據

維。也就是在微細的意識流中，一切總是歸

灌頂的經驗，上師准許我們領受口傳教授，

回自我概念。當它在無妄念狀態被辨識時，

以體悟心性及安住正見。在金剛瑜珈母的傳

這個明覺即稱為明空的智慧。

承，這些口傳教授涵蓋於直指法性的教法
中，可以用於生起及圓滿次第的禪定修持。
如果我們領受這些教法，銘記於心且獲
得若干覺受，我們將油然對上師生起熱誠真
心的虔敬及感恩。

然而，更微細的是，我們的明覺在空性
中以大樂的經驗展現，大樂境界中沒有痛苦
存在。密續中，稱之為不變的大樂，因為是
智慧，不受制於能所二元心念的起伏。
這也就是第三灌頂─智慧灌頂─的意

四灌頂所顯示的四種智慧層次，每一個

涵，也就是樂空不二的體悟。此一微妙大樂

都比前一個更加微妙也更加深奧，因為四灌

來自藏識(阿賴耶識)的粗分，也就是第八識。

頂的每一個灌頂的經驗，會喚起空性中更微

它的特性即是能所二元的思維。在無妄念中

妙的明覺層次。為了精確地體驗這些明覺層

被証得時，此一明覺的顯相即被稱為樂空的

次，我們一定要心無妄念。事實上，所有生

智慧。

起及圓滿次第的禪修經驗都需奠基於心無妄
念的狀態。
寶瓶灌頂淨化我們的身體，也淨化我們

最後，最微細的明覺就是覺性的本身。
當這個最微細的明覺在空性中生起時，也就
是被視為藏識的細分的顯現。

的心識的某一層面─即透過感官來覺知一切

此一藏識的細分就是空性，在空性中我

外在相貌的心識層面。首先，明覺最粗糙的

們的習性會存留變成潛伏的印象。開悟時，

層次以外相來顯現，因此，寶瓶灌頂的體驗

就是我們基本的佛性。也就是說，這個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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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的明覺被稱之為真如，或是自覺俱生智。

頂的寬廣無限，因此，第三灌頂被稱為大空

這就是第四灌頂的智慧，覺空的智慧。

樂智。

因此，透過灌頂，三種微細意識─心意

第四灌頂所獲的見地，在道果教法中稱

識、煩惱識、以及藏識都一一剝除，而令赤

為覺空不二或覺空的智慧。雖然名稱不同，

裸裸的真如顯現。歷經一個個灌頂，無明的

每一個灌頂所獲得智慧的自性是同樣的。

障蔽一一去除。這種過程有時被稱為「破繭

灌頂時，如果你有信心，你就可以領

而出」，也就是把清淨明光從二元思維的桎

受到加持並且體悟心性。即使上師只是位凡

梏窠臼中解脫出來。

夫，只要你深具信心，你就會得到諸佛菩薩

同樣地，寶瓶灌頂的加持去除我們業報

及傳承上師的加持，也能體驗心性的本質。

無明的障蔽；秘密灌頂去除煩惱障；智慧灌

透過加持而體驗心性即被稱為降臨俱生智。

頂去除所知障；而名詞灌頂去除串習障。

我們在修持上師瑜珈時，透過自己的修持來

障礙去除，隨即各種智慧一一顯現，安
住其中直至赤裸明覺、真如法身現出，也就
是第四灌頂的智慧。淨化無明與証悟智慧就
是灌頂的目的。

這種體驗。
當我們的修持與領受的加持合一，我們
自然而然對上師生起崇高的敬意、深切的感

修持上師 瑜珈時，我們也同時領受四灌

恩以及無比的信心。一旦証悟上師揭示的見

頂，或一個接一個地，或簡化些，經由上師

地，我們才會體驗到上師是何等的慈悲，為

的融入同時領受四個灌頂，與上師的心合一。

我們揭開迷惑與妄想的面紗，斬斷了我們痛

我們經由修持上師相應法，一再重複這個步

苦的根源。

驟、經驗，這樣我們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

我非常幸運能獲得許多上師傳授心性。

生起智慧，學習如何體悟它並且安住於這種

我從丹巴仁波切、瞻遍寧波、蔣揚欽哲秋吉

領悟中。當我們提及累積福德與智慧二資糧

羅卓、以及其他上師獲得這些寶貴教法。每

時，這種修持就是累積智慧資糧的意涵。

當憶及上師的慈悲，我都會立刻熱淚盈眶。

以上對於四灌頂的解說是根據實修教

我不能不對他們生起最上的感恩、信心以及

法的金剛瑜珈母傳承而開示的見地。而在道

虔敬。透過他們的慈悲，我領受了無上教法

果的教法中，寶瓶灌頂的見地也稱為輪涅不

及最殊勝傳承的加持。

二。你如是禪修則如是証果，這就是輪涅不
二的見地，也就是寶瓶灌頂的見地。

一但體悟覺空不二，我們則已看到自己
的佛性。我們雖尚未証悟佛性，然而我們卻

秘密灌頂的智慧在道果的教法中也稱為

絕對已經發覺到佛性。如果我們信賴上師，

三根本自性，就是三個層次的微妙，即「微

而且信賴上師指出的智慧，我們必然會很快

妙」、「極微妙」、「極極微妙」，也就是

地獲得信心、証得佛果。我們的見地將開始

顯的自性、空的自性、及顯空不二。只有第

堅固，內心終能生起証悟。一旦覺性的體悟

三種顯空不二被視為圓滿的見地。

能持續不墜，並且全然地堅固，你就已經開

道果教法中，智慧灌頂獲得的見地通常
稱為大空樂智，第二灌頂─或稱為秘密灌頂
─獲得的見地窄而有限，這是相較於第三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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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灌頂，便能一次又一次持續不斷地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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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了。（下期待續）

大寶金剛仁波切開示—

佛性
文殊季刊編譯小組 整理

開示：大寶金剛仁波切
地點：加德滿都 國際佛學院（IBA）
日期：2008年7月13日

先

藉此機會跟各位說聲“札西德勒“。今

戒中的皈依戒。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別解脫

天我要來談談佛性。

戒有許多種，不是所有皈依戒都屬於別解脫
戒，有些皈依並不是別解脫戒。比如說，有

發心

人從上師處授了皈依，但這個人的皈依是

在接受任何佛法的開示，或是由身語

出於下等的發心，例如是因為畏懼自己的父

意來修法，首先要有正確的發心。一個人的

母、老師或親戚等。假如是由於懼怕而不是

行為是否能積聚功德，取決於一個人最初的

出於真誠的願望，那麼即使受了皈依戒，也

發心、實際修持教法時的專注以及最後的迴

不能算是別解脫戒。還有，若是為了希冀好

向。因此，「發心」極其重要。舉例來說，

的名聲、財富所作的皈依，那也不是真正的

假如有兩個人在繞塔，一個人在繞塔時有正

皈依。所以即使一個人受了皈依戒，也不能

確的發心、實際繞塔時能專注、而且最後做

說在行為上已經是一個佛教徒，而是要接受

迴向；另一個人繞塔時沒有適當的發心，繞

屬於別解脫戒的皈依戒才算。簡言之，別解

塔時也不專心於法或持咒，而與他人閒聊俗

脫戒就是不能在身、語、意上傷害眾生。若

世，最後也沒有迴向。雖然兩個人在同一個

無出離心，就無法接受適當的戒律，而無適

佛塔前繞了同樣多圈，但因發心、專注和迴

當的戒律，就無法成為真正的佛教徒。可見

向的不同，有正確發心的人將累積較大的功

出離心之重要，是成為佛教徒的基礎。

德。我們的修持是為積聚功德、成就佛果，
在修行的一開始就必須有正確的發心。

出離心，不止是要出離自己的房子、城
鎮或國家，而指的是出離整個輪迴。雖然現

談到發心，首先要培養對輪迴的出離，

在我們在肉體上不能出離整個輪迴，但是我

這非常重要。簡短來說，沒有出離心就很難

們要真誠祈願能跳脫輪迴。為了要開展這種

成為一個真正的佛教徒。我認為要成為一個

真誠的願心，就必須要了解輪迴之苦、去除

真正的佛教徒，需要受過別解脫戒。

對輪迴的執著，要去除對輪迴的執著，我們

要成為佛教徒，我們需要接受別解脫

就必須知道輪迴的本質是充滿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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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和幾

德，因此我們也必須報答前世父母或摯愛

十億人口，不管是在已開發國家或較落後國

者，不管這一世他們是我們的朋友、陌生人

家，找不到一個完全沒有痛苦的地方。不管

或是敵人。我們都必須培養出無量的慈心與

去那裏，東方或西方，我們都會經歷種種壓

悲心對待他們。

力或病痛等苦。這表示整個世界的本質就是

假如我們只想著自己，那表示只想著

苦。不止是這個世界，而是整個輪迴的本質

一個人。「自己」代表一個人，而其他人代

就是苦。若我們小心仔細地檢視或分析就會

表了無數(眾生)。舉例來說，假如有一個人

發現，執著於輪迴就等於執著於苦，因為輪

佈施食物給某個人，而另一個人佈施食物給

迴的本質就是苦，沒有別的。

幾十億人，很明顯的，佈施給幾十億人的施

若知道輪迴的本質，就比較容易去除對

主將比只佈施給一個人的施主獲得更大的功

輪迴的執著；一旦我們沒有執著，就比較容

德。同樣的，幫助他人比幫助自己一人更為

易發展出要脫離輪迴的真誠願心，我認為這

重要。

就是出離心。所以，我們必須培養出這樣的

假如一個人只想著自己，那麼他離苦得

出離心。以此為基礎，我們必須培養出無量

樂的願望將不會實現，因為一切快樂的起因

的慈悲心，亦是真誠的希望一切眾生都能獲

緣自於利他的思維，而一切的痛苦起源於自

得樂及樂因，真誠的希望一切眾生都能遠離

私的念頭。自私的念頭只會產生愈來愈多的

苦及苦因。

痛苦，而不會實現離苦得樂的願望。所以我

雖然瞭解無量慈悲心的意義並不困難，

們必須修持或培養出對一切有情、無一例外

但要在日常生活中修持卻不容易。所以我們

的慈悲心；然後，我們必須培養菩提心。沒

必須再三地牢記這些意義，直到我們能在任

有真誠的慈悲心，就不可能證悟。無量悲心是

何時間、地點、對任何對象都能修持無量的

我們證悟或菩提心的因。菩提心就是為了一切

慈悲心。我們必須修持無量慈悲心，因為我

有情願證佛果，為了這個目標而來修行佛法，

們自己希望能獲得快樂和去除痛苦，一切眾

特別是在今天上午接受有關佛性的教導。

生也都希望能離苦得樂，我們的目標是一樣

簡而言之，正確的發心就是要培養出對

的。若我們的目標相同，但卻忽略他人而只

輪迴的出離心，要培養出慈悲心，然後要培

想著自己，這就不對了。做為佛教徒，特別

養出菩提心。我們必須以這樣正當的發心來

是大乘佛教徒，當我們發菩提心時，就已下

修行或領受佛法。

了承諾要幫助一切眾生。假如做了承諾又未
奉行，那這個承諾就是假的，我們必須努力
依承諾而行。

佛法來自於佛陀。佛陀開展了許多神聖

一切眾生過去都曾經是我們的父母或

的佛行事業，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有緣

摯愛的人，我們在這法界輪迴無數次了。每

的弟子們開示教法。佛陀根據不同程度或不

次輪迴，我們的父母或所愛的人都不同，由

同根器的眾生，給予無數的方便法門。假如

此可證明一切眾生在這一世或前世都曾經是

我們把這些不同的教法歸類，可以歸類為小

我們摯愛的人，他們在危險中保護我們、照

乘和大乘。

顧我們，我們必須回報此生父母或摯愛的恩

32

佛法

文殊．第 5 期

2010 • 春

教授這些不同法門的目的，並不只是

讓信眾在知識上瞭解教法；這些珍貴深奧教

佛經上說：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拯救者，只有

導的主要目的，是要調伏我們的自心。換言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假如你不依照佛陀

之，就是要去除長久以來在我們心識流中的

的教導而行，就不能從輪迴中解脫，所以說

染污，要培養出正面的心性並最終證得佛

自己是自己主要的拯救者。自己最主要的敵

果，這才是佛陀教導的真正目的。所以，對

人也是自己。主要的敵人不是外在的敵人，

於佛法，我們不能只限於在知識上的瞭解，

因為外在的敵人不是最重要的敵人，外在的

而必須在瞭解後也應用於生活中；在學習之

敵人不會帶給我們地獄裡不可想像的痛苦。

後，必須禪修。

所以最壞的敵人不是來自外在，而是在我們

佛陀為我們指引出什麼是正確的道路、
什麼是錯誤的道路。若依循正道，我們的品

自心中。因此，為了要讓此生有所成就並快
速證得佛果，我們必須精進地修持。

行就會向善，並且最終證得佛果；若依循錯

教法中也說到我們應該將佛陀視為醫

誤的道路，我們將會經歷愈來愈多的痛苦，

生，將自己視為病人，將自己的染污視為疾

並且最終會經歷地獄道中不可想像的痛苦。

病，將教法視為醫病的良藥，將接受教法和

假如我們經由身語意做了許多惡行而

修法視為依循醫囑、接受治療。假如我們生

後向佛陀祈禱，這並不能幫助去除我們的痛

病了，去了設備最好的醫院並且看了最好的

苦，因為我們已經種下了苦因，也就是我們

醫生，但是卻不聽醫生的指示，適時按劑量

的惡行。只是向佛陀祈禱，佛陀並不能用他

服藥或適時進食恰當的食物，那麼即使醫生

的雙手神奇地消除我們痛苦的起因；佛陀並

醫術高明，也治不好我們的病。同樣的，佛

不能替我們除去惡行所造的惡業。所以一個

陀和佛陀的教法極其偉大，假如自己不好

人能不能獲得解脫或證悟，完全取決於自

好追隨奉行，這不是佛陀或教法的錯，而是

己，而非取決於佛陀，亦非僅取決於教法。

自己的錯。有時候有些佛教徒的行為舉止不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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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當，我們不能怪罪於佛陀或佛的教法，而

追求的卻是世俗的快樂而不是究竟的快樂。

應該怪這個人沒有好好地遵照佛的指示和教

世俗的快樂並不究竟。假使我們能得到一輩

法而行。所以單有佛陀和佛的教導還不夠，

子的世俗快樂，那代表我們的快樂最多也不

主要的是我們要正確地依循教導而行。假如

會超過一百年。而且，世俗快樂的本質是不

不遵循，那麼不論佛陀或佛的教法多偉大也

真實的，世俗快樂其實是就是變異之苦（壞

幫不了我們。而且不論我們領受教法的時間

苦）而不是真正的快樂。此外，世俗快樂的

有多長，假如不遵循，那麼教法也幫不了我

起因是負面的行為，有時候是受到染污的善

們。如我之前所說的，只在知識上瞭解佛陀

行。所以無論從起因的觀點、本質的觀點、

的教法是不夠的。

或是時間長短的觀點來看，世俗的快樂都不

佛法是醫治所有疾病的唯一良藥，佛法也

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我們所要追求的應該是

是一切快樂的泉源。如果我們真誠的要修持

成佛，佛果就是我們說的究竟的快樂，究竟

佛法，我們就必須學習什麼該做，什麼不該

的智慧、大悲、知識、力量等等。這樣的快

做。雖然我們現在想要離苦得樂，但是因為

樂才會永久持續，不是只有一百年左右，而

自身的無明，我們都是在做惡行而沒有在做

是永遠存在。一旦我們成佛，究竟的快樂就

善行。仔細想想，一天24小時，大部分時間

會永遠存在。這種究竟快樂的起因不是負面

裏我們所做的大多跟惡行有關，而非善行；

行為，而是無染的善行。因此，我們不應該

我們必須改變這點。我們也必須知道，真正

希求世俗的快樂，而應該追求究竟的快樂、

快樂的因和痛苦的因是什麼，這樣我們就會

恆常不變的快樂。

知道，善行是快樂的因而惡行是痛苦的因。

要獲得樂受，我們不應該視物質的發展
是快樂之因。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幾十年來全

真正的快樂
雖然世人都在致力於離苦得樂，但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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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物質上很大的進展，但不能說我們整
體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因為現在人的精

神緊張、壓力或肉體疼痛等驟增。這明白地

心或心識流能證得佛果。也是這個心識流能

指出物質發展能帶來暫時的安適，但不能帶

導引到地獄去受苦。這個「心」或「心識

來內心真正的安祥與快樂。

流」是這一切的根基。是「心」在體驗這一
切並造做這一切。

心
要達到這種內在的安祥快樂，我們應該

行為（業）

關注於我們的心。我們應該試著發展內在的

世親的《俱舍論》說：輪迴中的一切情

世界-「心」。這個心和佛性不是分開的。

世間或器世間，都是我們行為（業）所產生

某文中說：佛性就是心的明空不二。要談這

的。這表示一切有情或無情都是由業而生。

個，首先我要先說「心」。

無情像是山、林等，也是由我們的業所產生

其實我們都知道痛苦起源於我們的行

的。有兩種業：個人的業（別業），共同的

為；換言之，所有的樂與苦都是由行為造成

業（共業）。這些山林等等，就是我們共業

的。我們可以把行為分成三類：身、語、

的結果。

意三種。這三種行為（業）中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來談談「業」。舉例來說，我們在

「意」的力量。舉例來說，一具死屍是沒有

夢裏能見到許多不同的「無情」，像是山、

心的，只有肉體而沒有心。因為沒有心，所

林等，在那個當下，山、林的實體並不存

以這具屍體就沒有身體或言語上的行為。

在，只是我們自心的投射。我們在夢裏能看

另有一種方式也可說明「意」的行為多

到這些「無情」是因為我們個人的業行，或

有力量：以一個正在領受教法的人為例。聽

是我們自己的因果業報。同理，在白天我們

聞佛法開示，身體雖然在講堂中，但是卻沒

也能看到許多「無情」，而這些就是我們共

有專心聽講，而心不在焉，那麼不管參加多

同業報的結果。因此，這些「無情」也是我

久的開示，也無法領會教授的意義。雖然身

們共業的結果。

體在講堂，心卻沒有專注在教導上，那麼就
不能瞭解內容。所以說，「意」的行為是非
常非常重要的。

心性
我們可將心分成三個層面。首先談談兩

我們也可以說「心」非常有力量，因

個層面：「相對」與「究竟」。相對而言，

為「心」是犯下惡行、做出善行的主導，是

心是存在的；但在究竟真理或絕對真理上，

「心」在經驗快樂與痛苦，也是這個心識

心並不存在。區分這兩個真理（世俗諦、勝

流才會持續到來生。我們的身體不會去到來

義諦）是很重要的，假如總是把這兩個真理

世，但是我們的心識流將會從這一世到下

混在一起，就不能瞭解正確的意義。在解釋

一世；而從上一世來到這一世的，也就是這

時，我們要區分開相對真理和究竟真理。

個心識流，而不是我們的身體。這個「心」

在相對真理（世俗諦）中，我們可把心再

能產生像是慈悲等的正面念頭，這個「心」

分成兩個層面：一個心專注於外界事物上，

也能產生憤怒、執著、嫉妒、驕傲等的負面

這個層面的心非常活躍，它專注於外界客體

情緒，也是這個「心」能體驗各種行為、染

上；另一個層面的心不專注在外物上，這個

污、正面念頭的結果- 比如說心能得到解脫、

內在的心非常清明、平靜，遠離二元分別的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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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沒有主客體之分。也就是說在相對真

本性是不可言詮的，只是姑且以「空性」名

理中，心有兩個層面：外在層面的心和內在

之，以便於解釋。

層面的心，或者說關注於外物的心和離於二
元對立想法的心。這是一個心的兩個層面。

現在我要解說：「究竟真理」和「相
對真理」。相對真理，心是清明平靜的，心

專注於外物的心非常忙碌，念頭紛亂。

的明性屬於世俗諦。心的空性則是屬於勝義

內在的心是清明、平靜的，這稱為心的「明

諦。這兩個真理-「明」和「空」- 是不能分

性」，這是佛性的一面。

離的。因為心的明性不外乎就是心的空性，

假如你檢視這個明性，在究竟真理（勝

心的空性不外是心的明性，二者不可分離。

義諦）中完全找不到這個心；其實在相對真

這不可分的兩者即為心的「明空不二」，就

理中我們也無法找出這個心有任何的形狀、

是佛性。

顏色或大小，但是心卻存在著，心不是本來
就存在的，也不是真實存在，但是心就像是
夢境、幻影般存在著。

36

佛性
佛性是所有眾生與生俱有的財富。因為

然而在究竟真理中，心完全不存在。

不管是高貴的有情、一般的有情、或是地獄

在邏輯推論中是找不到心的，假如你仔細檢

的有情，一切有情都有心，而心的本質是明

視，在究竟真理中是找不到心的。所以心的

空不二，所以這個佛性- 明空不二- 是所有眾

本性，這個明性的部分，就是遠離四邊的空

生都具備的。

性：離於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在

雖然心的明性本身瞬息萬變，但是這個

究竟真理中，這個心的真實本性是離於言詮

心識流、這個明性的流動是不停的。它將會

的，是我們不能用言語來描述的，如同大乘

不間斷地流動著，從有情到成佛。

經典中所說，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但

佛性，也就是明空不二，從無始以來就

是為了便於解釋，這個究竟的真理，就以

是清淨無垢。心的本質從無始以來就是清淨

「空性」或是別的名詞稱之。

的，從來沒有被遮蔽染污過，一切的蓋障都

當我們說心的本性是「空」時，並不表

是暫時的。因此，所有的蓋障都是可以去除

示心是空無的，其實心是超越空的。《入中

的。舉例來說，有一塊布，布上有些髒東西

論》說明了不同的空性，其中一種叫做空性

或灰塵，因為髒東西和灰塵不是布的本質，

之空性。雖然名字是空性，但是我們不應該

所以只要我們用正確的方法，我們就能除去

認為心的本性是空性；如前所說，心的真如

這些髒東西和灰塵。同理，所有的蓋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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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知障與煩惱障，都不是心的本質，而

或容器中。雖然這樣的稻種碰到合適的條件

像是一塊乾淨布上的髒東西或灰塵，是暫時

就會有潛力長成作物，但若沒有碰到合適的

的；只要用正確的對治或方法，就能去除這

條件就無法長出稻作。

些蓋障。所以，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一切蓋

例七：如一個用珍寶做成卻用破布包著

障都能去除，而且成佛是可能的。我們都有

的莊嚴佛像。雖然這個破布包放在十字路口

證得佛果的可能，因為我們都有佛性，而此

中央，有很多人經過，但是他們還是看不到

佛性從無始以來就是無垢清淨的。

破布包裹中的佛像。

這個佛性，也就是一切有情都具備的財
富，現在被染污所遮蔽了。經文 中用九個

來的轉輪王，但是別人和這位母親都不知道

比喻來說明：

胎兒日後會成為轉輪王，所以現在這位母親

例八：如貧困母親的子宮裏懷著一位未

例一：若一位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的莊

還是要遭受痛苦和被人輕視的恐懼。未來會

嚴佛陀隱藏在荷花的花苞內，因為被遮蔽，

成為轉輪王的胎兒就像佛性，那母親的子宮

所以我們看不到這個佛。佛性就像這個莊嚴的

就像是蓋障。

佛，荷花花苞就像是遮蔽佛性的染污。
例二：佛性就像是良好美味且有益健
康的蜂蜜，被蜜蜂給藏起來了。蜂蜜就像佛
性，蜜蜂就像蓋障。

例九：一個用珍寶做成的雕像卻裹滿了
泥巴，使我們看不到泥巴內的這尊寶像。雕
像就是佛性，泥巴即是蓋障。
由以上九個例子可以得知，雖然我們

例三：如同在稻殼裏的米粒。有殼在

都具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但是由於我們

時，就遮蔽了我們去看到米粒。其實道理是

的所知障和煩惱障，所以還無法認知這個佛

相同的：佛性就像米，蓋障就像稻殼。

性。經由正確地修持佛法且培養利益眾生的

例四：如同掉到泥坑裏的金幣。佛性就
像金幣，泥沼就是蓋障。
例五：貧窮人家房子底下有個大寶藏，
但這戶人家卻不知道自己房子底下有這樣的

善心，就可以彰顯出我們的佛性，最終成證
佛果。
以上就是有關佛性的簡短開示。最後，
我們將一切功德回向，為利眾生願成佛。

東西。雖然房子底下有個大珍寶，但是因為
他們不知道有寶藏，仍為貧窮所苦。寶藏就
是佛性，無知就是蓋障。
例六：就像稻米種子被放在乾燥的盒子

譯注：彌勒菩薩的《究竟一乘寶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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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頂堪千仁波切專訪
喇嘛仁千 訪問

文殊季刊編譯小組 整理
不過，在大乘中，僧侶不准食用任何葷
食，即使是自然死亡的動物也不行。唯一例
外是薈供時可以食肉，但即便如此，薈供時
仍不准用購自市場的肉類，必須是自然死亡
才行。
在家人若選擇茹素很好，如此可避免因
飲食而殺生，進而累積善業。
世尊釋迦牟尼佛曾經說過，我們應該捨
棄所有的不善行。根據佛陀教法的精要，我
們應試著幫助有情，不去傷害任何一位眾
生，因此吃素就是在持守佛陀的戒律。
問題3：西藏人喜歡領受長壽灌頂，中國人
則偏愛得到財神灌頂。對這種情形您有些什
麼看法？同時，什麼樣的行為（業果）能幫
助我們長壽、健康的生命？
仁波切：在西藏，在家人通常無法領受高階
的密續灌頂，例如喜金剛等。他們比較喜歡
領受長壽灌頂，因為如此能獲得健康與快樂
的人生。總而言之，若行善，就能擁有更健
康的生活，也能活得更長久，同時若領受了

問題1：仁波切，聽聞在西藏哦寺及其附近

長壽灌頂則更能累積長壽的資糧。但是唯有

不准攜帶肉品的。過去您駐錫西藏哦寺時，

以極為虔誠的心來領受長壽灌頂才能發揮效

僧俗是否也遵守這樣的禁戒？

用。

仁波切：是的，我過去駐錫在西藏哦寺時，
是不准攜帶任何肉製品到寺院裡。
問題2：從佛教觀點來看，對於葷食有哪些
禁戒？茹素又有哪些好處？
仁波切：在小乘中，僧侶可以食用自然死亡
或意外死亡的肉類，這樣的肉類是被允許食
用的，因為這樣並不涉及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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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4：在西藏與中國社會裡，諸如建寺、建

仁波切：一般而言，若人們的虔誠心退轉，

塔等佛行事業，比較容易就能夠圓滿，佛行

會導致眾生積聚的福德減損，三寶對我們加

事業很快就可成功。但是在西方，進行這樣

持的力道就會減弱，本尊的力量式微，甚至

的佛行事業就較為困難，費時甚久。仁波切

會無法發揮作用。這是目前我們所遭遇的情

可否告訴我們其中緣由？

形，也是為何整個世界變得每況愈下的原

仁波切：從宗教的觀點來看，西藏與中國社

因。為了要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美好，也為

會的民情很相近。大家都相信，如果皈依三

了讓周遭眾生獲益，我們應該精進努力去培

寶，就能獲得加持且遠離障礙，因此人們對

養善心，本持善念來發展我們內在的品德。

於寺院布施都很慷慨，並給予大力的支持。
但在西方國家，人們覺得宗教的修持是很個

問題7：現今許多西方人受戒，但一旦回到自

人的，並不依賴外在機構或社團的支持，因

己的國家後，卻發現要持守戒律很困難。仁

此他們不覺得有絕對的需要，去護持佛教事

波切是否能就此給予一些忠告？

業。

仁波切：許多西方人都說他們沒有足夠的時
間來修持佛法。即使在西方國家，每天需要

問題5：對於初學佛的人，您有何建議？

長時間工作，人們還是有可能安排生活，騰

仁波切：初學者應該多去閱讀佛陀的本生故

出時間來修行，這樣就能夠維持戒律的清

事，這樣能幫助開展信心。接著需要思維四

淨。這其實攸關到個人的選擇，如果一個人

共加行──人身難得、無常、業報及輪迴的

真正想要去持守戒律，他就會想盡各種辦法

過患。不過若他們無法安住自心，應該積極

來持守它。

修習止觀且培養對眾生的慈愛、佈施以及悲
心。

我們都應該牢記維持戒律有多麼重要，
因為持守戒律不只關乎此生，還影響到我們
的未來。所以我們應該沉著有耐心，努力精

問題6：我們正身處在末法時代，世界各地發

進地來持守戒律。

生越來越多的災難與障礙。為何會出現這樣
的情形？我們應該如何因應，來扭轉這種情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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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於布魯瓦拉西藏殖民區
長壽佛灌頂實況報導

在

布魯瓦拉的西藏殖民區（位於印度喜馬拉

法王此次給予的灌頂，是盪通嘉波祖師

雅山山麓），是薩迦法王流亡印度十年

所傳授的蓮師、馬頭明王與長壽佛三位一體

後（1969）年所設置的。一千多名的居民，
幾乎都是薩迦派的追隨者，很多人都是於
1959年隨著薩迦法王離開西藏來到印度的。

法王開示：「接受灌頂，要有正確的動機，
為利益一切眾生的解脫而接受此灌頂。希冀

在為期四個月的冬天，大部分的布魯

得到長壽，外層次可經由均衡的飲食、適度

瓦拉居民都會分散到印度各地，銷售毛衣及

的運動、放生及種種的供養（如：供佛、供

手藝品，趕在藏曆新年前回到殖民區歡慶新

花、供燈、供僧）；內層次則可接受長壽佛

年。藏曆新年過後，他們會恭請法王給予長

灌頂，以增長我們的福德、延長壽命。

壽佛灌頂，經由長壽佛的灌頂加持以期獲得
健康、長壽、平安、喜樂。
3月28日一大早，布魯瓦拉的藏民、學生
們及附近其他教派的僧侶們都陸續來到圖丹
南迦寺，參加法王給予的長壽佛灌頂。不論
在家或出家的信眾們，都非常虔誠地列隊歡
迎法王的到來。

↑喇嘛及信眾們迎接法王的盛況

→法王給予布魯瓦拉殖民區學生們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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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引領我們走向解脫之道的方法，但
是我們自己的行為須符合佛法開示的要義，若
只是身體做經行與禮拜，口誦經文與持咒，

長壽灌頂實況

但是內心卻充滿貪嗔癡等三毒，此種情況並

藏人看起來都是喜悅、滿足的，儘管流離奔

不能導引我們走向解脫。修行最重要的是在

波的生活中有很多困難，但他們大多都能適

於改變我們內在的思維，對一切眾生以柔

應。他們的那份知足恬然的心境，似乎不是

軟、慈悲的心對待，這才是真正的修行。

西方人能夠理解的。

這幾世紀來，西方人在物質、科技上

對西藏人而言，上師是靈性層面的鑰匙，

的突破與改善，雖然帶來生活上的便利與舒

他們對上師的虔敬來自內心最深層的信心，

適，但他們卻忽略精神層面的提升。因此，

他們視上師為真實菩薩的化現。因此，對他

宗教信仰、精神層面的提升，才是內心快樂

們而言，能夠從薩迦法王那領受長壽佛的灌

的泉源。」

頂，等同於得到了菩薩給於他們的祝福。

經過一連串傳統儀式後，所有信眾依序

當虔誠的弟子，在接受上師的灌頂時，

上台接受法王的加持，領取長壽甘露丸、金

他的虔敬的信心與上師的靈性合而為一，在

剛保護繩及薈供物。當他們步出大殿時，臉

剎那間弟子能經歷到短暫、喜悅，但無法以

上堆滿了感激與滿足的笑容。

言語描述的空性。

灌頂結束後，大殿的廣場上聚集了許多來

長壽佛灌頂的意義是很深遠的，如果能

自不同團體的攤位如：西藏婦女聯誼社、西藏

從一位有証量的上師處接受灌頂且抱持著正

青年會等，義賣奶茶、各種小吃、襯衫、手

確的動機- 為眾生尋求解脫，不僅能利益自

工藝品等，如同嘉年華般喧嘩、熱鬧。

己，且能利益千千萬萬的眾生。

和西藏人生活在一起，會發現多數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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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寶金剛仁波切與能仁佛學院的學生合影

大寶金剛仁波切於布魯瓦拉
能仁佛學院及西藏殖民區的弘法實況
距離德拉敦約兩小時車程的布魯瓦拉西藏村
建於西元1968年，目前約有1500名藏人居
住，多數都隸屬於薩迦派傳承。1977年時，
薩迦法王在布魯瓦拉，著手興建圖丹南迦寺
（Sakya Thupten Namgyal Ling Monastery），
並於1980年舉行落成典禮。該寺大殿中有一

能仁佛學院學生上課實況

尊極為莊嚴的佛像，內藏數種珍稀的舍利。
這些舍利經由被薩迦法王、究給企千仁波切
與祿頂堪千仁波切共同加持的

。

寺中目前約有八十名僧侶，在此研習佛
教哲學達七到九年不等。四周環境清幽，寧
靜祥和的氣氛非常適合僧眾修行。自從去年
能仁佛學院學生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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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起，大寶金剛仁波切在此給予教學，

布魯瓦拉能仁佛學院外景

殖民區藏民們念誦六字大明咒實況

首先講述了洛本索南則摩所撰之《續部總
論》（The General System of the Tantras），其
中談及密續概要、分類、方法及由其所證之

殖民區藏民們念誦六字大明咒實況

果。第二部份講授傑尊札巴蔣稱之《密續證
悟寶樹論》（The Jewel Tre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antra），該論講解行者為了要獲得證悟，

現神變。大寶金剛仁波切向大眾開示，在這

可藉由不同的方式來調伏自心。

一天當中，由於吉祥日的緣故，不管累積何

殖民區的藏人於1990年在社區內興建了

種善業、惡業均會成千萬倍數地增長，但也

一座小型誦經堂並定期共修，能夠在這裡看

指出禪修背後的動機是很重要的，不應該只

到有如此多的信眾參與共修，虔誠熟練地念

考慮到個人的快樂，而更應該去思惟眾人的

誦咒語與祈請文，實令人由衷感動。

福祉。

大寶金剛仁波切有時會蒞臨誦經堂給

大寶金剛仁波切特別強調菩提心的重要

予灌頂與教授。二月份時，大寶金剛仁波切

性，亦即為了利眾生，要成佛的發心，並提

主持念誦六字大明咒共修法會及講解《持誦

醒在座的弟子，唯有慈愛與悲心才是佛法的

六字大明咒的重要性》，並給予六字大明咒

根本。大寶金剛仁波切並指出，一位真正的

的咒語口傳。這次的教授在神變日（Chotrul

修行人會視輪迴的本質是『苦』，因之努

Duchen）當天圓滿。根據西藏傳統，神變日

力地在每一時刻調伏自心，力求從妄念中解

是紀念佛陀一生中四個重要的節日之一，佛

脫，然後將行善所獲得的功德迴向給所有的

陀為增長信眾信心而連續十五天不見斷地示

眾生，願他們都能獲得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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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金剛仁波切於西班牙薩迦卓恭寺與授法學生們合影

智慧金剛仁波切歐洲弘法行
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在完成兩個月的密

法

佛教在匈牙利才剛剛興起，但智慧金剛

集歐洲弘法行程後，於二月一日返抵印

仁波切在匈牙利的公開演講即吸引了數百名聽

度，與法王共度藏曆新年。

眾，前來聆聽智慧金剛仁波切精闢的演講。

智慧金剛仁波切這趟歐洲弘法行程中，

所有前來領受智慧金剛仁波切灌頂、教授以

造訪了德國、瑞士、義大利、法國、西班

及參加演講的大眾，莫不被智慧金剛仁波切

牙、英國及匈牙利，並給予許多重要的灌

的翩翩風采所吸引，對於智慧金剛仁波切流

頂，如：四臂伏魔金剛手、黃財神、普巴金

露出的甚深智慧與開放見解更是大為折服。

剛、蓮花生大士等本尊；亦給於普巴金剛、
不共加行以及《大灌頂之重要性》等佛法教
學，弟子們如獲甘露法雨的欣喜。

英國薩迦圖滇林的佛友―尼瑪帕仲
（Nyima Palzum）就這樣寫道：
智慧金剛仁波切的弘法行程，包括下
列灌頂：綠度母、文殊師利菩薩與金剛薩埵
等。金剛薩埵灌頂結束後，智慧金剛仁波切
給予學生儀軌實修指導。智慧金剛仁波切必
將成為新一代卓越的佛教上師之一。能從主
要傳承持有者之一的智慧金剛仁波切處領受
金剛乘教授，我們感到與有榮焉。在智慧金
剛仁波切的教授中指出，修持儀軌以及念誦
金剛薩埵百字明是淨除自心染污與惡業的有

在布達佩斯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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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法。金剛薩埵是所有諸佛、金剛總持心

←為信眾的新生兒加持實況

意的化現。若以正確的動機去淨化惡業並真
誠發願未來不再違犯，就可淨除修道上的障
礙、惡緣與病苦。
智慧金剛仁波切離去後，特別訪問了一
位學生，請她談談對這次弘法的看法。她表
示：「智慧金剛仁波切沉著悠閒的儀態，令
整個道場的氣氛感覺非常寧靜、安祥，對於
學生領受深具啟發的金剛薩埵灌頂非常有裨

在布達佩斯的弘法實況

益。我想所有參與的弟子都深感榮幸，能夠
從這樣一位具有證量且謙遜的上師處領受加

天氣候下，他們在高速公路上行車安全嗎？

持。智慧金剛仁波切及隨從喇嘛很快就要離

他們不需要更多冬衣與鞋子嗎？他們不想念

開了，在我們心中都留下了寶貴的回憶與體

家人與朋友嗎？但智慧金剛仁波切總是隨遇

驗，並啟發我們為利益有情要持續不斷去尋

而安，態度從容。

求證悟。」
德國法蘭克福薩迦卡登林（Sakya Kalden

在每場灌頂法會中，智慧金剛仁波切
都會帶領大眾靜默幾分鐘，共同為了利益有

Ling）的卡琳．海尼曼（Karin Heinemann）

情來禪修慈心與悲心。對我來說，在每一場

寫道：

法會中這樣的靜坐片刻變得越來越有意義，

法王子智慧金剛仁波切首度應薩迦傑尊

讓我深覺有責任與所有眾生在某種程度上結

基金會及許多歐洲中心邀請，特別造訪歐洲

緣，這樣，我所參與的法會，有了真正降伏

並給予大眾灌頂與教學。法蘭克福是仁波切

一切苦難的緣起。同時我覺得上師很慈悲，

歐洲二個月弘法行程的第一站與最後一站，

願意帶領我們一起禪修，讓我深深感受到上

時值隆冬，四處大雪紛飛。

師對我們的護佑。我更深切地體悟到，讓慈

信眾們熱烈地歡迎智慧金剛仁波切及隨

悲的具格上師、教法與有興趣的學生得以在

行人員，負責接待的人員很擔心他們是否感

法蘭克福薩迦卡登林齊聚一堂，是一次多麼

到舒適，頻問：「房子內夠暖嗎？在這種冬

殊勝的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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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巴金剛食子除障大法會
舉行結行儀式，這法會象徵著將過去一年的
厄運被拋擲或者燒掉，以迎接即將來臨的新
年。法會圓滿日當天，寺院廣場上有金剛舞
的演出，而此時伏魔儀式則達到了最高潮。
接著二位法王子帶領信徒大眾列隊前往廣場
附近的空地上，那裡豎立了一個大型食子，
二位仁波切主持了拋擲食子的儀式。在撼動
人心的號角、鐃鈸、嗩吶、鼓樂齊鳴中，把
大型食子

普巴食子除障大法會實況

投 擲 到

普

巴金剛是昆氏家族的特

熊熊烈火

殊本尊，是一切諸佛菩

中，象徵

薩世間與佛法事業的化現。大力

過 去 一

普巴金剛是袪除世間與出世間障

年災難

礙最重要的本尊，能夠令我們免

與厄運

於恐懼及各種疾病瘟疫的侵害、不受鬼魅咒

的 去

詛、邪靈精怪的侵擾、消除不吉祥惡夢。祂

除。文殊佛學會亦

能保護所有行者，具有極大的威力，能夠幫

在此除障法會的結行
中，迴向本中心會員及

助行者帶來繁榮、長壽和好運。
從2月6日開始，薩迦寺舉行一連七天的

功 德 信 眾們 ， 讓 過 去 一

普巴金剛食子除障大法會，2月12日僧俗二

年所有的障礙隨著除障法

眾在大寶金剛與智慧金剛仁波切的帶領下，

會的圓滿，一切化空。
→喇嘛跳金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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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法王全家福合影

法王府歡慶藏曆新年實況報導

在

藏曆新年的前幾天，法王府的御膳房內

都領到一個小小的糌粑團，將糌粑團在自己

早就忙得不可開交。人們在這裡製作傳

身上滾來滾去，象徵把去年一整年所積聚的

統的西藏年糕- 卡賽（Kapse，譯注：形狀似

種種不淨、蔽障全部去除，之後再把糌粑團

中國人的麻花捲），每一年大佛母都會綜攬

丟到盛放黑色糌粑小人偶的容器內。

全局並遵照傳統，熟練地做出許多代表不同
意義、不同花樣的西藏年糕。
二月十二日的傍晚，薩迦法王和他的家
人，包括法王的姐姐傑尊姑秀仁波切與謝姑
秀仁波切以及所有的家族成員，大家一齊聚
在圖書館內，舉行傳統的送舊迎新飲用「古
吐」儀式（Gutuk，九種不同食材所做成的湯
麵，各有其象徵意義）。在法王念誦了一段
經文後，侍者便將一個用容器盛裝的黑色糌
粑小人偶，拿進圖書館，這個小人偶象徵著
過去一年中所有的厄運，不久在場的每個人

薩迦總管供呈哈達給達姆索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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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穿著傳統藏服的侍者進入圖書館，

首先，由法王向館內大殿佛像頂禮，接著家

手持火炬，迅疾地在屋內搖動象徵去除一年

族成員向法王獻上哈達，再來是賓客輪流獻

來的晦氣。之後，每人分得一碗特製的西藏

供哈達。新年的早餐是麥片粥與熱茶。早餐

湯麵（Gutuk），飲用少許後把剩餘的湯麵放

後，就是拍照時間，拍照的成果就是雜誌內

到糌粑小人偶的容器中，然後把裝著小人偶

與大家分享的這些照片。

的容器帶到外面扔掉，代表厄運、晦氣也跟
著一起驅除。

於九點時，二位法王子們與傑尊姑秀仁
波切、小傑尊瑪仁波切（薩迦法王孫女）前

2月14日藏曆新年早晨7點，所有法王府

往薩迦寺與所有出家的僧尼共同歡慶新年。

的成員聚集在圖書館內舉行新年慶典儀式。

因為法王尚未圓滿此次閉關，所以法王未出
席在薩迦寺的慶典。
新年慶典儀式在《十六羅
漢法會》的念誦中揭開序幕，
之後念誦長壽祈請文及眾生安
樂祈願文迴向給薩迦法王及所
有一切眾生，願大家都能平
安、喜樂。

←薩迦法王與二位法王子接受獻供卡達實況

薩迦法王全家與侍者及賓客合影於藏曆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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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母與二位佛母傑尊瑪攝於大年初一

傑尊瑪仁波切代表文殊佛學會贈送僧袍給薩迦寺的僧侶們

薩迦寺的總管――雷謝喇嘛代表所有僧

始，隨後奉上吉祥飯與熱茶。法王講述傳統

眾向大寶金剛仁波切與智慧金剛仁波切獻上

『卓頓』儀式，每個人都會分得一大碗青稞

身語意曼達，隨後出席者都享用了特別的新

酒，然後乾到一滴不剩，眾人再一齊唱歌跳

年吉祥飯、酥油茶與卡賽。

舞。但現場並沒有青稞酒，而讓奶茶變成了

這是一場簡單而令人法喜充滿的慶典，

主角。不過，大家都被法王的侍者多傑，活

讓新的鐵虎年有一個最吉祥的開始。下午小

力四射的西藏歌舞表演，逗得樂不可支。值

傑尊瑪仁波切代表文殊佛學會分發全新的僧

得一提的是，智慧金剛仁波切的佛母達摩索

袍給薩迦寺的僧眾。

南也一展歌喉，獻唱了一首供養讚頌三寶的

2月20日傍晚，法王府全體成員齊聚於圖

西藏歌，其歌聲美妙一如天籟。為期兩週的

書館舉行『卓頓』，這是新年結束的傳統儀

節慶就在歡悅與「札西德勒」的祝賀聲中結

式。儀式由薩迦法王帶領在場者念誦經文開

束，期待明年新年假期的到來。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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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尼師佛教大學的健康檢查

溫暖滿人間
成大國際醫療團走訪北印度
― 釋法音

在

我出家前，常是小病不斷，因之常為病
所苦。因此，常祈願一切眾生都能遠離

去年4月，成大國際醫療團非常慈悲的發

病痛之苦，對於能幫助病者的人，內心深感

心至北印度為薩迦寺及薩迦學院的僧眾們、

欽佩！

養老院、殘障兒童村等，做為期10天的義診。

印度藏區殖民地，因地處偏遠，交通不

去年年底，於普賢大法會期間，成大國

便，鮮有醫生行經於此。因此，能有醫療團

際醫療團訪問藍毘尼園為普賢祈願大法會的

來為僧眾們解決各種疾病之苦，是非常欣慰

數千位僧眾及當地居民義診。

且令人鼓舞的事。
在一個因緣下，經由黃慧真師姐及其女
兒斐茵的引薦，我們認識了成大國際醫療團
的許以霖醫生。他們非常熱心公益，經常上

50

山下海的到偏遠地區做義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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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成大國際醫療團的醫生再度
遠赴印度，在百忙的時間裡，挪出8天的時間
為德拉敦及卡林邦二地僧眾們義診。
卡林邦薩迦寺的寮房及教室尚在興建

滿
中，因此僧侶們都住在簡陋的鐵皮屋裡。因

們得知他們都有高血壓及血糖過高的症狀，

環境衛生條件差，因此小喇嘛都有頭癬及皮

因而能及時服藥並提早控制病情。

膚的問題。許醫師在出發前與我們聯絡好幾

3月31日義診團離開法王府，經由恆河邊

次，詳細詢問那邊僧眾們的生活環境及健

的大鎮- 瑞希及，搭飛機又轉乘吉普車，經過

康上的問題。為此，醫療團準備了大量的醫

二天的奔波，於4月1日傍晚抵達卡林邦的薩

藥、物品及口服藥。

迦寺。隨即許醫師與卡林邦當地的劉醫生商

成大國際醫療團的醫生、護士們，於半

討僧侶們的健康及保健事宜。

夜2:00啟程前往桃園中正機場，抵達印度新德

隔天，許醫師給予150位小喇嘛健康檢查

里後，又搭了10個多小時的車子才風塵僕僕

及醫療診治。有過半數的喇嘛都有頭癬及皮

地抵達德拉敦的法王府，那時已經深夜了。從

膚病的問題，其中有10多位喇嘛的問題較嚴

台灣出發到抵達法王府，整整花了一天一夜。

重，甚至因此住院一個多禮拜。幸好具有愛

抵達後隔天，他們立即就投入衛教及義
診的工作：
3月29日早上，醫療團們隨即為薩迦寺及

心的許醫師帶了許多藥物及口服藥，相信在
近期內，小喇嘛們的皮膚及頭癬問題都能獲
得改善。

薩迦學院年輕的喇嘛們上了一堂公共衛教的

健康檢查後，由文殊佛學會會員及文殊

課程；下午於密續學院及尼師佛教大學，為

季刊讀者捐款聯合購置的僧鞋供養給卡林邦

學僧們做了基本的健康檢查並建立了每個人

每位僧眾。僧衣則由大佛母代表佛學會親手

的健康手冊。

致贈給每位僧眾。

3月30日早上，從法王府出發到布魯瓦拉
能仁佛學院。二位護士小姐為僧眾們上了一
堂詳盡的衛教課程及基本的健康檢查。
有些僧眾生平第一次量血壓、血糖。他
們都非常感謝成大醫療團如此不辭辛勞遠渡
重洋到印度，讓他們能及時得到好的醫療照
顧。由於此次的健康檢查，讓十多位的學僧

▲小喇嘛衛教―刷牙

▲許醫師給予小喇嘛診治頭癬及皮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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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國際醫療團在能仁佛學院給予公共衛教

▲大佛母代表佛學會親手致贈給每位僧眾一套僧服

52

▲供養僧鞋給卡林邦的每位僧眾

在春暖花開的季節來到卡林邦，由於成

菩薩為救渡眾生，不辭辛勞，化現不同

大國際醫療團的愛心，充分展現了人性的光

的形象。在我眼裡，成大國際醫療團的每位

明面，讓這卡林邦的春天更加生意盎然。

醫師、護士們都是菩薩慈悲救濟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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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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起，為期5天（國曆5/24~28）。
．憤怒蓮師成就法會：藏曆5/10（國曆6/21）。
．2010年薩迦寺「夏安居」：藏曆4/16日~6/30（國曆5/28~8/10）

重要的節慶（5月~8月）
．成道及涅盤日：藏曆4/15（國曆5/27）是釋迦牟尼佛獲得圓滿的證悟及圓寂涅盤日。
．初轉法輪日：藏曆6/4（國曆7/15）是釋迦牟尼佛於鹿野苑初轉法輪。

（一）大日如來成就及超渡大法會（藏曆4/11~4/15）
普明大日如來超度法會是藏傳佛教中最重要的法會之一。普明大日如來超度法會藏文稱作
「昆日」（Khünrig），梵文為薩拉維迪雅（Saravidhia），此一教法是由釋迦牟尼佛在天界所
傳授下來的密續教法。
大日如來超度法門是一種非常有加持力的灌頂和修法，對淨化眾生的惡業特別有效。我們
通常都會為亡者舉行這種修法，對重病患者也很有幫助，因為這種修法可以讓病患盡速痊癒，
或是讓他們早日解脫，如此可縮短他們受病苦的時間，得以少受一些折磨。

2010 • 春 第 5 期．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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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薩迦寺每年於藏曆4/11~15都會舉行大日如來成就及超度大法會，為期五天。藏曆
4/15是釋迦牟尼佛成道圓滿日及涅盤日，亦為每年四大重要的功德增長日之一、若能在這特殊
功德增長日為往生的先祖及親友，在印度薩迦寺及尼師廟供燈、供僧並參與大日如來成就及超
度大法會，可使他們免於中陰身之顛倒痛苦，成就受用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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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退轉等無量功德
利益。

（二）2010薩迦寺「夏安居」（藏曆4月16日至6月30日）
每年薩迦寺僧侶在藏曆4月16日至6月30日都會進行結「夏安居」。在這段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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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雨季長達三個月，當時怙主佛陀親自制定一項戒律，規定所有的比丘、沙彌或新
受戒的僧侶在雨季時，應當留在寺院範圍之內。這麼做是為了考量到僧侶的健康，因為滂沱
大雨容易導致僧侶生病。另一個理由是雨季時地面會佈滿各種昆蟲，僧侶外出乞食時，必定
會踩踏到這些昆蟲而造下殺業。佛陀基於慈悲，遂制定了夏季三個月，出家眾不外出托缽，
須留在院落內精進用功，專注於戒律的修持及研讀經論。現代，基於現實考量，現制則只進
行一個半月。
懇求十方信眾大德在「結夏」期間，供齋、供燈…，以利僧安心辦道，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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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前駐錫在本佛學會，他將每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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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七點修持綠度母四壇供、下午四點半
修持護法總集迴向所讀者健康平安違緣
遠離，亦歡迎大家前來共修。另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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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敦珠帶領大家。我們將不定期出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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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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迦法王開示 ―
遠離四種執著︵四︶
上師瑜珈︵五︶
究給企謙仁波切開示 ―
隨念三寶經
阿貝堪千仁波切開示 ―
歐洲弘法實況報導
薩迦法王 2010
大日如來成就超渡大法會實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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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

印度薩迦寺大日如來成就超渡大法會及2010夏安居
姓

□ 贊助大日如來成就超渡大法會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 贊助薩迦寺僧侶結夏安居費用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

□ 贊助文殊佛學會道護維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 贊助文殊季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臨櫃匯款請填上匯款人姓名；
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附上聯絡電話及地址，
註明收據開立人姓名，傳真至02-2707-9932。
ATM轉帳註明帳號後五碼，以佛學會帳號為
例，其後五碼為：37908

郵政劃撥：5008-5443
懇請在劃撥單寫下地址及聯絡電話
備註欄寫善款用途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國泰世華銀行，安和分行
銀行帳號：027-0330-37908，
ATM轉帳代號為：013
(欲用ATM轉帳，請先確定提款卡是否有轉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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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如來成就超渡大法會及2010夏安居迴向名單～
迴向現世者名單

迴向往生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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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樹大地震 愛心捐款資料表
姓

名

電

話

協助災區人民與寺院的安頓與重建
贊助款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傳

真

E-mail

地

址

臨櫃匯款請填上匯款人姓名；
匯款後，請將匯款收據附上聯絡電話及地址，
註明收據開立人姓名，傳真至02-2707-9932。
ATM轉帳註明帳號後五碼，以佛學會帳號為
例，其後五碼為：3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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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明 "青海玉樹大地震" 專用款
(二) 銀行匯款
收款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敦南分行；
銀行帳號： 163-54024595-8，
ATM轉帳代號為：82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欲用ATM轉帳，請先確定提款卡是否有轉帳功能)

ATM轉帳後五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海玉樹大地震
期盼伸出援手，幫助災區人民與災區寺院僧侶的安頓
4月14日青海玉樹發生震度7.1級強震，當地九成房屋瞬間摧毀，目前統計已有近兩千人罹難，傷者
上萬。此為青海玉樹地區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地震災情。結古鎮上最大的薩迦派寺院結古寺在這次地震中
也受到波及，主大殿一側垮塌，數名僧侶在地震中喪生。地震發生後，當地眾多在家眾瞬間家破人亡，
不少人頓失依怙，除了必須徒手挖掘瓦礫下的親人外，還必須面對漫長的重建生涯。
結古寺僧眾這幾日也非常辛苦，必須處理大量往生者遺體，不少僧眾
本身痛失親人，但仍以慈悲心及菩提心攝持，奮力投入救災及尊嚴之法
事，為當地災民倖存者及罹難者誦經祈福。
得知地震災情後，薩迦法王、兩位法王子及薩迦傳承諸位大仁波切都
深表哀慟，並鼓勵僧俗二眾努力持咒、修法迴向給災區民眾，並恆時向三
寶祈請。
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於災後第一時間也禮請印度薩迦寺大寶
金剛法王子及智慧金剛法王子為罹難者舉行超度儀式，4月20日全印度薩
迦各寺院僧眾也將在大寶金剛法王子、智慧金剛法王子、祿頂堪千仁波
切、塔澤堪仁波切帶領下，在哦寺舉行三天大日如來超度祈福法會，為不
幸罹難者超度祈福。
結古寺為藏區最大之薩迦派寺院，歷史悠久，已有千年歷史，此次地
震受損，未來得面臨漫長重建。災區許多孤兒、災民也需安頓並重新展開
生活。經法王指示，本佛學會發起協助青海地震災區，災民與僧侶安頓計
劃，懇請十方大德慈悲發心，所收善款將轉呈二位法王子直接交付災區各
寺院，以協助救災重建工程。
青海地區位處偏遠，資源相對貧乏，在此還盼各位大德能夠慈悲發
心，幫助青海可憐的災民，並協助災區各寺院重建。俗話說：人飢己飢，
人溺己溺，願各位常懷慈悲菩提心，救度諸有情。
捐款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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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敦南分行；
銀行帳號：163-54024595-8，ATM轉帳代號為：82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密宗薩迦文殊佛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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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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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郵政台北雜
字第1524號執照
登記為雜誌交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