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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聖的第 42 任薩迦·赤津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在尼泊爾國際

佛學會的祈請下，於 2019 年受邀為訪談作答。“薩迦傳承”於 2021

年準備、編輯、集結和出版此訪談文字稿的英文版，同時“薩迦傳承”

翻譯小組亦把此文翻譯成中文。“薩迦傳承”是非盈利組織，致力於

保存和廣泛傳播榮耀薩迦派的珍貴法教。由於直接或間接參與此開示

整理或編輯的人之付出，本開示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得以面世，這使許

多人得以與此至為珍貴的開示結上緣份，並能獲得暫時與終極的利益。 

以此功德，願尊聖的第 41、42 任薩迦法王健康長壽、長久住世、

法輪常轉。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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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簡要概論

佛教的所有宗派皆來自釋迦牟尼佛的教導和展示。約 2500

年前，偉大的世尊釋迦牟尼佛從兜率天降臨，進入摩耶皇后的胎

藏。彼時，摩耶皇后夢見一頭六牙白象進入自己體內。在整個懷

孕和分娩的過程中，摩耶皇后都未曾經歷任何痛苦，唯感大樂。

世尊釋迦牟尼佛於藍毗尼降生為太子悉達多，這是第一次，即最

重要的佛之聖行。其父母乃迦毗羅衛國的國王淨飯王和王后摩耶

夫人。

佛陀於此世界的藍毗尼花園誕生的那一刻，就走了七步，每

邁一步就現出一朵蓮花，他說道：“我是這世間的優秀者（另譯：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1] 悉達多太子出生的同時，瑞相紛呈，

包括許多其他國王和王妃也生出尊聖之子，故而，這強烈顯示悉

達多王子是非凡的眾生。他身為一名孩童，繼續展現著其卓越的   

品質……

二十九歲時，一日，他到宮外，在街上見到一個病人，他

當即感受到了病人正經受著身體上的疼痛、心理上的痛苦。他內

心真的感受到了這份痛苦的體驗，並決定要想出一個解決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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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克服此等痛苦。他想到學醫的可能性，但又意識到藥物只能治

療肉體的疾病，卻無法徹底終結痛苦。

他想知道是否有一種消除所有痛苦的方法。他再次離宮出行，

這次遇到一位老人，就像上次般，瞬間他內心感受到了老年的身

體疼痛和心理痛苦。他又一次出行，而這次他見到一個死人時，

立即在內心裏體驗到相同的死亡痛苦。

這三次的遭遇讓他如是思維：“只是在榮耀的國土中成為一

名王子，並非幫助和利益一切眾生的好方式。”為此，他捨棄了

國土，離開了皇宮，去追尋佛法。

他多年來一直踐行著佛法……一次，當他在菩提樹下禪修時，

眾多惡魔或魔羅 [2] 試圖製造障礙，用武器攻擊他，也化現出眾多

美女在他面前跳舞，來擾亂他的禪修。然而，由於慈悲心的力量，

因而戰勝了所有這些惡魔，還將射向他的漫天武器轉為漫天花雨。

所有這一切，皆是通過踐行佛法、慈心和菩提心的力量實現的。

最終，為了一切有情眾生，他在菩提迦葉證得菩提，這是釋

迦摩尼佛的第二個最重要的聖行。在獲得佛果後，他並沒有立即

轉法輪，他宣告：“我有珍貴甚深、如甘露般之法教，可是無人

準備好接受此妙法（另譯：深寂離戲光明無為法，吾已獲得甘露

之妙法，縱於誰說他亦不了知）。”[3] 所以在成佛後，佛陀並沒

有立即轉法輪。然而，梵天和其他人祈請了佛陀轉法輪。在證得

佛果第四十九天後，佛陀在瓦拉納西附近的鹿野苑，為五位具福

報的弟子初次轉法輪，予以關於四個真相（即：四聖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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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揭示了苦（即：苦）、苦之根源（即：集）、止息苦（即：

滅），以及止息苦的法道（即：道）——這四個真相。

從那時起，為相宜於不同根基和意樂的追隨者，佛陀予以了

無量的教法，使他們得以遠離惡趣，也脫離整個輪回，獲得解脫，

最終成就佛果。故而，佛陀的第三個主要事業，即在瓦拉納西附

近的鹿野苑轉法輪，向眾多不同弟子予以諸多教法。事實上，佛

陀能根據眾生自己的根基和意樂，在同一時間內，以一音聲講所

有的語言、不同的課題等，來教授諸多不同的追隨者。如是，佛

陀轉法輪很多年。

最終，佛陀為了示現無常之真相，在拘屍那羅的雙樹間休息

時趨入了大涅槃，此乃佛陀的第四個聖行。有趣的是，這四個主

要的聖行都與樹有關：佛陀在樹下誕生；在菩提樹下成佛；在鹿

野苑初轉法輪時，那裏是一片森林；最終，佛陀在雙樹間趨入大

涅槃。因此，他的四個主要事業都直接與樹或自然環境有關。

按照大乘傳承的說法，所有這些聖行都是為普通眾生而示現

的。事實上，釋迦牟尼佛以悉達多太子的身份，降臨這個世界前、

於無量劫前，已證得佛果。這四個地方：出生地、成佛地、初轉

法輪地和入大涅槃地，對所有佛教追隨者而言，皆被認為是最神

聖的地方，因為這四個地方是佛陀開展四主要聖行之處。 

在佛陀入大涅槃之前，佛對其追隨者說，這四處主要的聖地，

是佛陀的所有追隨者都該去踐行佛法之地。他們可以在這些聖地

行善、踐行佛法，來累積巨大功德，獲得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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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屍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脅出。專念不亂。

從右脅出。墮地行七步。無人扶侍。遍觀四方。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參見《漢傳大藏經》《阿含部經》《長阿含經》《大本經》。

[2]“māra”（梵音：魔羅），譯為“魔”，是指奪人生命、障礙善事的

惡鬼神。事實上，佛教認為，任何能阻擾佛法踐行的障礙，乃至內心中

的不安、憤怒、貪心等煩惱，皆可被稱為魔。

[3] “深寂離戲光明無為法，吾已獲得甘露之妙法，縱於誰說他亦不了知，

故當默然安住於林間。” 參見 《方廣大莊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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怙主佛陀已授予了諸多種類的法教。整體而言，佛陀的法教

是基於“業因果法則”和“緣起依他”之理。我們可以總結並將

這些法教歸為不同的類別。一種歸類是基於三次主要的轉法輪。

佛陀在瓦拉納西附近的鹿野苑初轉法輪，他予以了關於四聖

諦的教法，即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首先，重要的是要認識“病”；其二，要剔除病因；其三，

要體驗到疾病消除了的狀態；其四，要達到這個狀態，我們需要

採用能消除病和病因的正確方案、對治方法。同理，苦諦就猶如

對病的辨識和確認；集諦就像是病因；滅諦如同遠離了病的狀態，

即沒有苦的狀態；而道諦，就好比採用正確的方法，來消除病和

病因，這意即，為了消除苦和苦因而採用正確的法道、正確的方法，

以及正確的佛法踐行。

佛陀在靈鷲山二轉法輪，教導空性、波羅蜜多智慧。第三轉

發生在舍衛城，佛陀專注於佛性的教法，將經典和密續的教法聯

結起來。

佛法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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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的時候，在瓦拉納西的鹿野苑，向五位

有福報的弟子講授了四聖諦。四聖諦中的第一諦，是關於苦的真

相，即苦諦。

何為苦？根據佛陀的法教，苦有三種：苦苦、變苦和行苦。

苦苦是普通人認為的痛苦，例如：身體上的疼痛，精神上的

焦慮，憂愁等等。

變苦，是指普通人所認為的世間快樂，這種感覺被稱為“變

苦”，因為這種快樂將會以苦而結束。比如，在世俗生活中，有

時我們會感到快樂，但是這種快樂不會持續多年，且那段期間我

們無法不受苦。當我們感到疲憊時，可能會伸展四肢，這樣做會

覺得舒服和放鬆；但是，若數小時伸展四肢，卻會酸痛，而因此

不再感到快樂——我們一開始感到的快樂，現在卻變成了痛苦。

同理，一切世間的快樂最終都會以痛苦結束。因此，是變苦。

無所不在的行苦，對於初學者來說過於深奧、難以理解。隨

著我們更多地學習佛陀的法義，我們將會更好地理解行苦。簡言

之，由於執取五蘊的固有傾向（另譯：習氣），我們經歷苦難。

出離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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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苦有三個面向：

• 無休止的世俗活動之苦。不論我們付出多少時間或努力

在世俗活動中，這些活動都是永無止盡的。

• 對各種形式的欲望永不滿足之苦。不管我們已累積或擁

有了多少，不僅不知足，反而渴望更多。

• 從未覺知生死之苦。從無始以來至今，由於我們的業力

和煩惱，我們已在六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投生。

出離輪回

出離輪回，是指真誠地希望從整個輪回中獲得解脫。

要有這真誠的願望，首先我們需要知道輪回的本質。如果我

們審察輪回，就會意識到輪回的本質莫過於苦。例如，在這個世

界上有諸多不同的國家，有的較發達，而有的不發達。可是，不

論走到這世界哪一處，我們都找不到一處無苦之地。所以，不論

我們到何處，都有身體上的疼痛、精神上的焦慮，以及各種痛苦。

通過如此觀察和反思，我們就能意識到這整個世界都是苦，

這整個輪回都處於苦的本性中。因此，我們不應對輪回有強烈的

貪執。我們該有從這整個輪回中獲得解脫的真摯願望。

這種真誠不偽的願望，被稱為出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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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

在佛陀的法教中，提及“解脫”時，是指心從負面情緒中解脫。

根據從心裏遣除障礙的多寡，解脫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要獲得解脫，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輪回中所有苦的根源。

當我們審視輪回時，就會知道痛苦和苦難皆由惡行所致；而由無

明、同時不了解業力法則，以及貪執、嗔恨和其他負面情緒的影   

響，導致或引發了惡行。所有這些負面情緒的根源，皆是錯誤地

以為“我有個固有、恒常的身份”，或執著於有一個實存、獨立

存在的“我”。這種錯誤的想法，就是整個輪回中所有苦的根源。

能控制和消除這些想法的方法，就是從輪回中獲得解脫。一

旦我們從整個輪回中獲得解脫，我們就可以在法道上取得進步；

然後根據我們的了悟和智慧，獲得更高的解脫；最終，我們會獲

得最高的證悟，即為了一切有情眾生而獲得佛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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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所有教法，皆可理解為對兩個真相（另譯：二諦）

的闡釋：相對的真相（另譯：世俗諦）和究竟的真相（另譯：勝      

義諦）。

世俗諦是關於諸法如何顯現，比如“自”和“他”，我們感

知到的所有二元現相，事實上，都不是真實存在的。這是因為在

世俗諦的實相中，一切和合之物皆是相互依存的緣起法——它們

皆有其各自的因緣，所以都是無常的；既然一切和合之物皆是相

互依存的緣起法，這個“我”表達的僅僅是相對的真相，即世俗諦。

這個“我”並非真實存在的，因為基於世俗諦，一切和合之物都

是無常的。沒有什麼不是在變化中。萬法都一直在變化中，雖然

我們能看到的，只是無常的粗大部分。事實上，萬法恒時都刹那

刹那地變化，而這就是無常的微細部分，這部分是我們用普通肉

眼看不到的，凡夫的心識也無法理解。

第二個真相就是所謂的“勝義諦”，勝義諦指的是諸法的真

實情況，諸法的真實情況是超越二元對立的。要了悟勝義諦，首

先重要的是要了悟世俗諦的本質。沒有對世俗諦的了悟，就不可

二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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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了悟勝義諦。換言之，不了悟緣起相依或無常，就不可能了

悟勝義諦；沒有了悟勝義諦，就不會知道萬法的真實本性；沒有

明白究竟實相，也就不會獲得解脫或證悟的境界。

勝義諦的教法極為深邃；但是同時，對於佛陀追隨者而言，

在恰當的時間獲得此甚深的教法極為重要。若在錯的時間獲得此

教法，即你尚未準備好要獲授此等教法，那會是弊多於利的，因

為在這種情形下聽聞此法，你或許會落入極端的虛無主義（另譯：

空邊）。特別小心謹慎是重要的。若對勝義諦的見地有錯誤理解，

會弊多於利。

例如：若有條毒蛇在干擾眾人，捉了這條蛇——這個行為會

救度許多眾生免於恐懼和危險；可是，若在捕捉這條蛇時出現失

誤，你就可能會被蛇咬，那會導致巨大的疼痛和傷害，甚至導致

失去生命。所以，若用錯誤的方法捕捉這條蛇，會弊多於利。同理，

若錯誤地理解勝義諦的真正意義，會弊大於利。因此，要小心謹慎、

慢慢學習、在對的時間學習。

“無我”的了悟如何能讓我們從苦中解脫？

“我執”是輪回中一切苦的根源，因為苦是由負面行為招致

的，這些負面行為是由三毒想法或三種內心煩惱所致。這些煩惱

的根源則是“我執”。因此，我執是輪回中一切苦之根源。除非

且直到我們消除了此根源，否則我們無法從輪回中徹底解脫。若

樹根有毒，由此樹根長出來的所有樹幹、樹枝、樹葉、花和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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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毒。僅僅將樹枝或樹幹砍掉，並不能將毒樹徹底剷除，因

其根仍在；要徹底剷除這棵毒樹，我們就得拔掉樹根。同理，對

於我們，重要的是：要消除輪回之苦，就得消除輪回之苦的根。

追隨著佛陀的足跡

要成為佛陀的一名追隨者，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佛陀

的基本教義，比如業因果法則，同時要相信三寶——佛、法、僧；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要有成為佛陀追隨者的願望；基於此真誠

的願望，那麼，首先需要思維皈依的原因，即思維對經受輪回痛

苦的恐懼；而出於這份恐懼，加上對三寶有巨大的信心，同時也

出於大悲心，我們渴望去皈依三寶。

所以，出於這三個原因和理由，我們通過恰當（另譯：如法）

的儀式皈依三寶，從而成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



趨入覺悟之道

佛陀曾說，其追隨者應該檢驗他的教法；徹底檢驗後，追隨

者方才接受和相信他的教導。佛陀還說，重要的是要有真正不偽

的信心。真正不偽的信心就像播下的種子。若種子被火燒焦，即

便被播種在豐饒的土地裏，不管我們為之付出了多少努力去照顧，

諸如確保提供適量濕度、適宜溫度等等，最後它還是不會長成好

的作物。

同理，沒有播下種子，不管花多少時間，對佛陀的教法進行

學習（即：聞）、審思（即：思）和禪修（即：修），還是不會

有內在的證悟、功德。所以，信心非常重要。但信心和檢驗是在

同一語境裏的。換言之，這兩者並不矛盾。此處，信心意味著“有

邏輯原由地相信”。如果我們徹底檢驗佛陀的教法——通過如是

正確的原因，我們就能有非常強烈的、不可動搖的信心；在佛陀

的教法裏，這樣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信仰和理性如何相輔相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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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任何佛法踐行，正確的動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此處的

“動機”，是指要踐行佛法的真誠願望、真正理由。具有正確動

機的利益是，當我們做任何佛法踐行時，若以正確的動機而做，

那麼我們的踐行將會更具功德、價值，也因此可以累積更多的福

德。如果沒有正確的動機，不僅無法累積多少福德，而且我們的

踐行也不是真正的佛法踐行——它只是表面的“佛法踐行”，卻

非真正的佛法踐行。比如，兩個人都在繞行佛塔或寺廟，兩個人

都轉繞了同樣的數量，但其中一人是以正確的動機在做繞行，相

反，另一人則以世俗的動機在實施——這是不正確的動機——儘

管兩人都以同等數量，做了相同的踐行，但是，有正確動機那位

比沒有正確動機的，所獲的功德要大得多。所以，具有正確的動

機可以使我們的佛法踐行，成為獲得解脫和佛果的真正之因。換

言之，有正確的動機，可以使我們的佛法踐行成為真正或不偽的

佛法踐行。

我們怎樣培養正確的動機呢？首先，我們要有從整個輪回中

解脫的真切願望。佛陀已予以無量的教導，所有這些教法的目的，

都是要引導一切有情眾生，從輪回達至暫時的成果，即從輪回中

獲得解脫；還有終極的成果，即為一切有情眾生而成佛。

踐行佛法的正確動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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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首要的是：我們應有出離心。佛陀已予以我們從輪回

之中獲得解脫的教法。如果我們為留在輪回而使用這個教法，那

就不對了——這和佛法的宗旨背道而馳了。所以，我們應先有正

確的動機，即出離心；然後，我們該對一切有情眾生生起毫無偏  

袒、真心真意的慈心和悲心；同時，我們也要有菩提心，即為了

一切有情眾生而想要成佛；為了成佛，我們需要進行普遍的和特

別的佛法踐行；最終，我們能生起究竟菩提心（另譯：勝義菩提 

心），進而可以在十地的道上前進，最終獲證第十一地，即圓滿

的佛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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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業”意為“行為”，即一切眾生所造作的所有活動。

若行為是由正面之心驅使的，那就成為善行；若行為是由負面之

心驅使的，那就成為惡行。

我們如何長養善德、捨棄惡行？

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善和惡的果。若知道善果是正面的，

而惡果是負面的，那自然會幫助我們更努力地去行善和捨棄惡行。

因為沒有人想要經受負面的結果，即經受痛苦和苦難。

事實上，善行終會產生好的結果，而惡行始終會產生惡的結

果。舉個例子，若樹根是藥，那其所有的樹幹、果實、花朵，以

及任何從那棵樹上長出之物，皆是藥；相反，若樹根是毒，則任

何從那棵樹根長出來的都是毒。同理，若行善，則所有的結果都

會是正面的；若造惡，則所有的結果都會是負面的。

離開了貪執、嗔恨，以及不承認業因果法則這類無知念頭的

驅使，這時的行為，就是正面的行為。出於這些善行，可獲得正

面的結果——暫時的幸福，最終能獲得證悟的境界。證悟的境界，

即獲得終極幸福的境界。

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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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會讓我們從輪回中解脫？

由大慈悲心驅使的正面行為，會在輪回中帶來正面的、善的

結果。慈悲心是能控制負面情緒的對治法。任何由慈悲心和其他

善念所驅使的行為，皆是在輪回中取得善果的因。引領取得解脫

的善行是智慧，智慧即了悟所有現相的真實本性。諸如慈悲心的

踐行，能成為獲得解脫的一個因素，但卻不是從輪回中取得解脫

真正的因。

壞事是怎麼有可能發生在好人身上的？

事實上，行為的結果可以在此生、下一生、下幾生或許多生

後才成熟。某一種行為的結果何時成熟，是沒有時間上的確定性

的。當好的踐行者經歷疾病或面對其他障礙時，這意味著那些不

是他們現在的正面行為、善行之結果，而是往昔惡行的結果。

有時，當普通人觀察一個行為時，他們無法以恰當的方式去

觀察，因為他們能看到的，僅僅是身體和語言上的行為，卻無法

觀察到此人非要做某個正面行為，到底有著何種動機。在此生，

他們貌似在做正面的行為，但事實上，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源於不

好的動機，所以這意味著這些行為看似是正面的行為，但實際上

並非真正的正面行為。這可能也是遭受疾病或障礙的因。

事實上，業因果法則對每一位眾生都是公平的，一視同仁，

毫無例外。那些擁有更高頭銜、更多權力、名聲、財富等的人，

並沒有被授予特權。不論我們有無高的頭銜、是富是貧，都沒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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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誰行善，誰就會獲得善果；誰造下惡行，誰就會獲得惡果。

基於業因果法則，我們無法掩蓋我們的行為。在這個世界上，我

們可以向政府官員或其他人隱瞞我們的行為，但我們卻無法向業

因果法則掩蓋任何行為。例如，若有人在眾目睽睽之下服毒，還

是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偷偷服毒，結果都是一樣的——會引

起腹痛，甚至失去性命。同理，不管你在大庭廣眾下做事，還是

悄悄地做，不為人知，仍然會有一樣的結果。不僅僅是有一樣的

結果，實際上悄悄地做，反而更有力，因為不光是做出行動，還

因“不告訴別人”的行為帶著的力量，而使後果更重大。不管是

悄悄地行善或造惡，其結果實際上是更大的；反之，若你在人前

行善還是造惡，其果是比較小的。

業因果法則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無論誰行持善業，

都會在今生、下一世、未來世獲得幸福，逐漸地會從輪回中解脫，

最終獲得佛果。

若你犯下惡行，則將經受痛苦和苦難——不會從輪回中獲得

解脫，那意味著無法從苦中獲得解脫，因為輪回的本性就是遍滿

痛苦。若貪執輪回，就意味著對苦有貪執，因為輪回的本質是苦。

因此，通過知道業因果法則，應為了一切眾生獲得幸福，而竭力

去行善；應為了消除一切眾生的苦，捨棄惡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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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傳承中的戒律皆源自釋迦牟尼佛，戒律能使我們遵守

規則、更加自律；戒律將幫我們戒除很多錯誤的行為，並讓我們

在此生、來生乃至生生世世，得到越來越多的幸福；最終，戒律

將助我們獲得證悟的境界，即終極幸福的境界。比如：在這世間

有很多人只想擁有強壯的體格。要達到此目標，他們願意在諸多

行為上約束自己，包括拒絕很多不健康的食物和飲料。雖然速食

美味，這些人卻能戒掉這些不健康的食物和飲料。若他們僅僅是

為了獲得一副強壯的體格，便可以戒掉很多美味而不健康的食物

和飲料，那為何不能為了從痛苦中解脫而戒除很多惡行且多行善

呢？善行是幸福之因。比起僅僅是得到強壯體格，這樣的自律可

以幫助我們獲得更大的利益。

僧人和尼師的戒律是什麼？

僧人和尼師的戒律是禁欲。基於這個戒律，僧人和尼師會持

守很多戒條，那些戒條能幫他們戒除越來越多的惡行，以更有效

的方式助益他們成為更好的人。成為僧人和尼師，意味著可以把

所有的時間投入在佛法學習和踐行中，他們不需要為自己的生計

佛法傳承中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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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人擔心。因此，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學習和踐行佛法。

尤其在現今的時代，即便只是從世俗事務中抽身一兩個月，對於

在家人而言也非易事。如果在家人想要獲授一兩個月的教法，或

許得提前一年或更長的時間來準備。但是，僧人和尼師則無需提

前準備很長時間，就能接受數月的教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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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是將怙主佛陀的教法傳遞給追隨者之人。此時此刻，身

為普通人類的我們，沒有福報親眼見到佛陀，並從佛陀那裏直接

獲授指導。沒有導師，要獲授教導或踐行法教是不可能的，故此，

我們必須依止一位導師。

有人或許會想，只依賴書本，仍可學習和踐行佛法。但是，

佛陀的教法是極為珍貴且甚深的，需要更多的闡釋。僅僅通過閱

讀書籍，不會得到全部的詳細解釋。故此，我們必須依止一位導師。

一位具格的導師有哪些品質？ 

理想的情況下，導師應該具備很多品質。比如，首要的是，

導師應該已獲授、學習和踐行了法教；導師應該守持著戒律，還

應該依據佛陀的法教而踐行佛法。倘若導師是依據佛陀的教導而

行，或是好的佛法踐行者，這樣的導師就是具格導師。

重要的是，在從那位導師處獲授任何教法前，就要檢驗該位

導師；然後，如果知道一位導師是具格的，就可以接受他或她為

你自己的導師。

導師的作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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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格的導師，是指具備所有的品質，包括大悲心和其他正面

想法的導師。導師需有耐心去教導學生。此外，導師需有一顆真

誠的心教導學生，沒有任何不對的動機。導師也應根據學生的根

基和意樂而教。如果學生只能理解簡短的教法，導師就不該授予

那位學生冗長的教法。所以，導師應根據學生們的根基和意樂而

予以教導。但是，在公開教學中，導師應以簡單的方式授予教學，

好讓任何人都能理解其含義。

有不同的戒律，可被歸納成三種，即所謂的別解脫戒、菩提

心戒和密乘戒。有的行者只受持別解脫戒，有的受持別解脫戒和

菩提心戒，而有的則有別解脫戒、菩提心戒和密乘戒。根據你獲

授的戒律和想獲授教法的類別，你需要尋找一位可以授予你那個

特定教法的導師；但是要尋到那位導師，你需要找出那位導師的

特定品質。

根據不同的法教，有不同的品質（另譯：功德）。若要獲授

戒律的教法，那你需要尋找一位有某種特定品質的導師；若你正

找一位能給予大乘法教的導師，那你需要找一位具有傳授大乘法

教品質的導師；而若你在找一位密乘導師，則需要去找一位具有

傳授密乘法教品質的導師——這取決於你正要接受的法教。

導師的品質，不僅是守持他或她的戒律，還要獲授來自佛陀

的、傳承無有間斷的法教。導師可以理解法教的含義，能以正確

的動機教導學生，也有幫助學生理解這些法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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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大乘踐行是基於對整個輪回的出離心，出離心對

於所有佛教乘都是共通的，它也基於對一切有情眾生的慈悲心或

菩提心。菩提心是一切大乘教法的主要精髓。

總體而言，據說大乘有七大品質（另譯：功德）。

第一大品質是對境（另譯：對象）或目的的偉大，即不管從

事哪種大乘踐行，我們始終需要專注於一切有情眾生。所有大乘

踐行的目的，都是為了一切有情眾生。踐行大乘的對境極為廣大、

無量，所以被稱為對境的偉大。

第二大品質是事業的偉大。不管大乘行者做什麼行為，總是

要自利利他。

第三大品質是智慧的偉大。在大乘踐行裏，智慧會徹底了悟

“人無我”[4] 和“法無我”[5]。

第四大品質是伴以歡喜心的勤勉（另譯：精進）之偉大。以

如此偉大的精進，於三大阿僧祇劫中累積福德和智慧。

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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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品質是善巧方便的偉大，即通過各種方法，踐行大乘

法教，或利益一切有情眾生。

前五大品質是基於大乘法道，而第六和第七大的品質，是基

於佛果位。

第六大品質是功德的偉大，是指佛的究竟功德的偉大。

第七大品質是覺行事業的偉大。佛的聖行無量無邊，我們根

本無法理解所有的覺行事業。

最後兩大品質，是基於佛果位。

簡言之，大乘意即有這七大品質。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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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法教中的慈心（即：大慈心），是指巨大的、無量的或

無界限的慈心。換言之，慈心就是無例外、無偏袒地願一切有情

眾生獲得快樂，並致力於善行，善行即快樂之因。

要踐行慈心，首要的，我們需要專注於對境。若我們的對境

是無限的，那我們基於此所生起的慈心，自然會是無量的。因此，

在這裏，我們的對境，即有情眾生，是指在六道中的一切有情眾

生——不只是所有的佛教追隨者或其他所有宗教的追隨者，也包

括無信仰者、動物和一切其他眾生。簡言之，“一切有情眾生”

是指六道中一切眾生及中陰眾生。若我們能專注於無限的有情眾

生，那自然地，我們就可以生起無量的慈心。

大乘法教中的悲心（即：大悲心），意指巨大的、無限的或

無量的悲心，即願一切有情眾生從苦和苦因中解脫，苦因指惡行。

慈心的對境與悲心的對境都是同樣的，即一切有情眾生。基於無

量慈心的對境，我們需要生起無量、無界限的悲心。

當我們生起無量的慈悲心時，我們自然就可以控制對他人的

諸多負面想法。我們將不會對任何其他的有情眾生有憤怒、妒嫉

或競勝心，因為通過踐行慈悲心，我們希望去利益一切有情眾生，

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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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例外，無偏袒。想要仇恨、傷害或嫉妒他人的想法，都與利益

他人是相反的。我們不能同時對同一個對境既有正面的想法，也

有負面的想法。舉個例子，在一個杯子裏，不可能同時有熱水和

冷水，杯子理應要麼是熱的，要麼是冷的 [6]。同理，在某個時候，

對某個對境，我們的心相續要麼生起善念，要麼生起惡念。所以，

當我們真正有諸如無量慈悲心的正面想法時，我們就能真正地控

制我們的負面想法；通過控制我們的負面想法及踐行正面想法，

我們就可以無任何例外地同一切有情眾生共用和平、融洽相處。

我們如何生起慈悲心？

我們可以對一切有情眾生，逐步地生起無量慈悲心。首先，

我們可以向我們的家人、至愛生起慈悲心；逐漸地，我們可以將

祝福善願延展至鄰居和認識的人；然後，延展至我們不認識的人、

敵人……，最終至一切有情眾生。

我們把正面想法延展至一切有情眾生時，我們可以把慈心的

對境歸類，例如在這個或那個大洲的所有人，或者所有人類眾生，

然後是所有的動物，再然後是其他道的所有眾生。 

通過將我們的慈悲心對境進行分類，我們可以逐漸將慈悲心

延展至一切有情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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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6] 這裏是說對同一事物無法同時用一對相反的詞來形容。比如，水不可

能既是熱的也是冷的；光明照亮的地方，黑暗無法同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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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吉嗒”（即：“菩提心”的梵文音）是“菩提”和“吉

嗒”的結合。“菩提”意為“覺”，而“吉嗒”意為“心”。菩

提心是指為了一切有情眾生，想要證悟成佛，進而去踐行佛法的

心。菩提心是所有大乘法教的精髓。沒有菩提心，我們就無法行

持任何大乘踐行。菩提心是基於其自身的因。事實上，所有的果，

都是基於其各自的因和條件（另譯：緣）；同樣，菩提心的果也

是基於因。菩提心之因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之因是大慈心。從大

慈心中，我們可以生起大悲心；從大悲心中，我們可以生起菩提    

心。所以，菩提心是為了一切有情眾生，而真切地希望通過成佛

來幫助他們的心。

我們如何長養菩提心？

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生起菩提心的利益。正如偉大的阿阇

梨 [7] 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詳盡的闡釋：菩提心如化鐵為

金的丹藥。[8] 同樣，菩提心是將庸凡的人類眾生轉為佛陀，或者

說是將庸凡之心或想法，轉為究竟智慧的工具（另譯：猶如最勝

冶金料，垢身得此將轉成，無價之寶佛陀身，故應堅持菩提心）。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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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就像一個善巧的船長，帶領所有乘客安全到達目的地。

有很多例子。簡而言之，經典中記載，佛曾說，若菩提心的利益，

以有形的方式來體驗，那整個宇宙都太小了而無法容納。所以，

菩提心是有巨大利益的。若我們知道這些巨大利益，這會激勵我

們為了一切有情眾生，包括我們自己，而生起菩提心。

27

注釋：

[7]“Ācārya”（梵音：阿阇梨），意為教授弟子使之行為端正適宜，而

自身又堪為弟子之楷模者，故又被稱為導師或大師。

[8] “猶如最勝冶金料，垢身得此將轉成， 無價之寶佛陀身，故應堅持

菩提心。”參見《入菩薩行論》第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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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已生起菩提心，即證悟之心，並已獲授了菩薩戒

者，就是所謂的菩薩。菩薩有很多層次，比如在資糧道、加行道、

見道或修道的菩薩。有“凡夫”菩薩和“聖者”菩薩二者。簡言之，

主要的菩薩行是六圓滿（另譯：六度），也被稱為“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的字面意是“去超越”，意即去超越輪回之洋。所以，

這六圓滿極為重要。

圓滿的慷慨（另譯：佈施度）。為了利益一切有情眾生，

而奉獻自己的財物、功德和身體。

圓滿的道德舉止（另譯：持戒度）。為無一遺漏地利益一

切有情眾生，我們棄惡且行善 [9]。

圓滿的耐心（另譯：安忍度）。不管會面臨什麼境況，即

便聽到有關我們自己的不悅耳言論，或遭受他人的巨大傷害時，

我們平靜的心都不被干擾，我們依然不該感到沮喪或恐慌。若我

們的心是在平靜的狀態，那意味著我們已踐行了圓滿的耐心。

圓滿的精進。以極大的歡喜心行持善法。

菩薩和菩薩的主要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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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的禪修（另譯：靜慮度）。對善物專注，或以極大專注力，

一心專注於善物，沒有任何散亂。

圓滿的智慧（另譯：智慧度），這是最重要的圓滿。據說，

沒有圓滿的智慧，前五個圓滿不被認為是“波羅蜜多”或 “圓滿”。

教導說，圓滿的智慧猶如有雙眼可以看路；沒有清晰的視力，對

我們來說就難在法道上行進。

這是關於菩薩主要踐行的極簡闡釋。

29

注釋：

[9] 佛法中的行善是指踐行十種善行：戒殺生、戒偷盜、戒邪淫、戒妄語、

戒離間語、戒惡語、戒綺語、不貪心、沒有害心、沒有持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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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法道的體系與禪修的作用？

輪回之苦的根源是“我執”。要消除我執，首要的是，我們

要以正確的動機來守持純淨的德行。有正確的動機，我們需要學

習和審思佛法，最終要禪修教法。概括而言，我們需要有這類體

系來踐行佛法。

禪修時，重要的是要有穩定的心。要穩定心，我們就得踐行

奢摩他，也叫作“寂止”。要進行止禪，先將一個禪修所緣物置

放在不遠亦不近處。對境物可以是一尊釋迦牟尼佛像或一朵藍花。

重要的一點是這個禪修對境不能動。當你專注於此物時，要將身

體處於毗盧七支坐的禪修姿勢：雙足跏趺、脊背挺直、手放在大

腿或膝上、雙肩像禿鷲的翅膀一樣舒展、頭前傾、下巴微內收、

舌尖輕觸上顎，以及雙眼越過鼻尖凝視。不應眨眼或改變凝視。

我們心中的念頭猶如波浪，如果移動了視線，就可能會有在禪修

時生出更多念頭的過患。不應移動身體，要坐定並專注於這個不

動的禪修對境，沒有絲毫散亂。這意味著你的心完全地安住在禪

修之物上，沒有絲毫散亂。

法道的體系與禪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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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寂止的踐行，基於寂止，我們更進一步，就能證得究

竟的自性、究竟的實相。直接看到究竟的實相，就是所謂的“勝

觀”——聖者或聖菩薩們所獲得的那種智慧。當有了勝觀，就是

直接消除苦之根源，即“我執”的真正對治。消除苦之根源後，

就可通過自身智慧，直接看到究竟實相 , 而且也同時從整個輪回

中解脫。因此，這兩個踐行——所謂的“奢摩他”和“毗婆舍那”

（即：勝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旦我們達到菩薩一地，也

就是證悟的法道之第一階段，一旦我們直接看到究竟實相，我們

就不會再次墮入輪回；相反地，我們只會在菩薩之地道上前進，

最終會為了一切有情眾生而獲得佛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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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有兩個傳承：波羅蜜多乘和金剛乘。當我們在資糧道或

加行道的時候，金剛乘有更多方便法，去證悟究竟真相或究竟實

相；進一步而言，金剛乘有更多的方便法，為了一切有情眾生，

獲得解脫、證得佛果。

金剛乘很神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獲授金剛乘法教。要獲得

金剛乘或密續教法，就必須符合特殊標準或條件。事實上，所有

這些佛教密續法教，皆是由佛陀直接授予的。“續”這個字可意指：

密續教法、佛教傳承，或者我們意識的心相續。

如何趨入金剛乘法道？

在金剛乘的傳承裏，很重要的是，在做任何金剛乘踐行之前，

要獲授灌頂。比如，如果你不擁有一塊土地，首先，你需要從地

主處得到許可或授權。若未經授權而使用那塊土地，地主就可以

責罰此人。同樣，沒有獲授任何灌頂，我們就沒有踐行金剛乘法

道的授權或許可。所以，為了踐行金剛乘法道，先接受灌頂是非

常重要的。事實上，在金剛乘的傳承裏，灌頂不僅僅是進入金剛

乘法道的入門和起點，也是金剛乘法道的主要部分和主要踐行。

所以，對於所有金剛乘追隨者來說，獲授灌頂是非常重要的。

金剛乘的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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