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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在众虔敬学生

的祈请下，于 2020 年夏天通过视频赐予此开示。“萨迦传承”于 2020

年准备、编辑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萨迦传承”是非盈利组织，

致力于保存和广泛传播荣耀萨迦派的珍贵法教，同时“萨迦传承”翻

译小组亦把此文翻译成中文。由于直接或间接参与此开示整理或编辑

的人的付出，本开示的英文和中文版得以面世，这使许多人得以与此

至为珍贵的开示结上缘份，并能获得暂时与终极的利益。

以此功德，愿尊圣的第 41 任和第 42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

住世、法轮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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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止

四项依止的含义

释迦牟尼佛行持了无量崇高而伟大的事业，转法轮事业是他

所有事业中最伟大者。换言之，佛陀（是通过）赐予教导来引导

弟子们从痛苦、磨难和不满中解脱出来，趋至各种暂时和终极的

幸福快乐。可是，单一种类的教导，无法引导所有的有情众生们

或弟子们，趋至幸福快乐。为了契合他们各自不同的心态（另译：

根基和意乐），佛陀赐予了八万四千乃至无量无边的法门。现今，

在藏文里，我们有超过一百函 [1] 的佛陀教法。其中，在一本名为

《无尽意菩萨经》（藏：直译是《圣者无尽慧所宣说的经》）的

大乘经里，佛陀教授了“四项依止”（另译 : 四法依）。[2]

这四项依止极为重要，因为——不了解它们——我们将难以

理解教导的实际含义。就我们必须接纳或采用者而言，我们将难

以知道要做什么。因此，重要的是要知道这四项依止。

此四项依止是：

依止实义，而非言语（即：依义不依语）。

依止达摩，而非个人（即：依法不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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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止智慧，而非庸常的心识（即：依智不依识）。

依止确定性含义，而非暂时性、解释性或演绎性的含义 （即：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3]

在此，术语“依止”（藏：盾巴）指的是“什么是我们该依

赖、接受、相信或信任的”——相对于“什么是我们不该依赖、

接受、相信或信任的”。

佛陀的此四句建言极为重要。许多伟大学者对这四句做了注

解，诸如：对月称的著作《入中论》撰写了论释的胜喜。许多伟

大的印度和西藏大师也解释了此四项依止。

第一项依止说：依止实义，而非言语（即：依义不依语）。

这意指我们一定要核实“什么是实际情况”。依靠、信任和相

信符合真相 [4] 的事物，我们必须依止诸般事实——不是仅仅依

凭言语。

有时，人们可能会说一些令人愉快、好听的话，或人们能说

会道、善于表达，可是，他们所说的未必是真实的。好的表达并

非是我们所依凭的基础。我们不应将信任建立在好的表达上，因

为它不一定是事实或真实的。尤其在现今这个世界里，有许多人

可以这么好地表达自己，可是他们却传达虚假的或错误的信息。

因此，我们不应将我们的依据仅仅建立在言语上。

此外，一个人也许擅长写作，但是所写的也许不是真实的。

我们不应只依赖于他们如何写作或如何表达自己，准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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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核实他们所说的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或者是否真实的。

假如是真的，那我们应相信、接受以及信任他们所说——不论言

辞被表达得是否优美。

进一步说明，有时候一句好的表达可能并不真实，但是我并

不是说所有好的表达都不真实：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假的。故，

我们要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或“什么不是（真实的）”。但

是对于真实的诸般事实，那么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接受以及信任

它们。这就是第一项依止的意思。

第二项依止说：依止达摩，而非个人（即：依法不依人）。

这里，“达摩”即符合逻辑的原由。[5] 假如一个说法背后有一个

符合逻辑的原由，那么它是符合真相的，而且我们应该接受它。

“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了什么”。 

我们不应只凭“是谁说的”就判断一个说法是否符合真相；

反之，我们的判断应根据“说了什么”——该说法是否符合逻辑。[6]

是否“某说法由一位贫者或无居所者所说”，我们不能据此

来断定它的真实性；倘若我们如此判断，那我们是在依止“人”，

而非“达摩”或逻辑原因。就算某人是贫穷者或无居所者，他们

所说的也可能是符合真相——它可能是我们应该接受、信任和相

信的事情。

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有权势的、知名的和富有的

人，但他们有时所说也许是符合真相的，可是有时他们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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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不符合真相。因此，同理，是否“某说法由一位具有权势、

知名或富有的人所说”，我们不能据此来判定它的具实性。如果

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在依止“人”，而非“达摩”或逻辑原因。

我们必须依据达摩或逻辑原因来探悉“说了什么”，而非仅

仅依据“人”或“谁说到了它”。一个贫者的说法也许是真实的，

也许是虚假的；同理，一位富者的说法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

我们不能仅仅认为某个特殊人物所言的——不论是什么——总是

真实的，或总是虚假的。 我们不能如此判断。 我们应该借由逻

辑原因来判断。

第三项依止说：依止智慧，而不是庸常的心识 [7]（即：依智

不依识）。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在做出许多决定的时候，都未经

恰当地思考或分析。人们做出仓促草率的决定，或者他们做出决

定，但后来却又后悔了——在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之后。这

些决定是由庸常的心识，而由非智慧作出的。

通过禅修和体验，智慧被获得，这就是“智慧”的定义。通

过此恰当的智慧，我们可以做出良好和正确的决定。我们庸常的

心识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智慧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它总是会

做出一个好的、正确的决定。

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的是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我们自

己的经验里，我们有时会见到或听闻到某些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

定，并且得面临严重的后果。我们也见到或听闻到某些人由于做

了正确的决定，而获取了极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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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世间的事务，而且在我们接触佛法的过程中亦然，假

如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将会在精神践行和活动上有极大成

就。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的心或意识有两方面——正面与负面。通常，我们负面

的心比我们正面的心更强。因此，我们会犯很多错误，并做出许

多负面行为。由此，我们遭受极大苦难、面临许多问题，以及经

历许多艰难。因此，重要的是要始终依靠智慧。

第四项依止说：依止确定性含义，而非暂时性、解释性或演

绎性的含义（即：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佛陀的话语或教导可以

通过很多种方式进行归类。一种方式是把它们归为两类：那些具

有确定性含义的，以及那些具有暂时性含义的。

有时候，佛陀之语或教导具有暂时性含义，即我们无法仅仅

基于字面意思而理解它们。倘若我们那样做，我们将无法理解真

正的意思，而且它也会引起我们极大的误解。因此，重要的是：

要知悉那些有确定性含义的，与那些有暂时性含义的，彼此之间

的差异。比如，英文里，当一件好事发生了，而除此之外，另一

起好事也发生了，我们会说“蛋糕上的糖衣”（等同中文里的“锦

上添花”）这个短语。这个短语具有暂时性、解释性或演绎性的

含义，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取义。同样，在佛陀的教导中，具有许

多暂时含义的话语。 

因此，我们应该明了，即使在佛陀的教导中，有些短语我们

也无法从字面取义，这些话语意味着另一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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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我们该依止”和“什么我们不该依

止”之间的差异。有此知识，则它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佛陀

的教导；它也将会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更好的决定；它会帮

助我们懂得“什么是该采取的”、“什么是该舍弃的”。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要点，那么这份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

提升自己，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并且避免错误的道路。然后，

我们将在我们这一生以及所有的来世中，拥有幸福和美好的结果。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要了知和理解这四种依止。

我希望你们每一位皆能明了这四项依止的含义——不仅仅是

明了它们，而是将它们落实进你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之中。我祈

愿佛、法、僧的所有加持皆与你们同在——现在乃至永远。

注释：

[1] “Volume”的直译是卷。英文书目系统的“Volume”，其实和中文

的“函”相符。本文，法王是指藏文《甘珠尔》，各种版本的《甘珠尔》

计数均超过一百函，故编者译为“函”。

[2] 参见《大方等大集经·无尽意菩萨品》：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有

四依法亦不可尽。何等为四？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

不了义经，依法不依人。云何依义不依语？语者若入世法中而有所说，

义者解出世法无文字相。……语者说从发心至坐道场，修集庄严菩提功

德，义者以一念慧觉一切法。舍利弗，举要言之，能说八万四千法聚是

名为语，知诸文字不可宣说是名为义。云何依智不依于识？识者四识

住处。何等四？色识住处，受想行识住处。智者解了四识性无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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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者行有为法；智者知无为法识无所行，无为法性无有识知。识者

生住灭相；智者无生住灭相。舍利弗，是名依智不依于识。云何依了义

经不依不了义经？不了义经者分别修道；了义经者不分别果。不了义经

者所作行业信有果报；了义经者尽诸烦恼。不了义经者诃诸烦恼；了义

经者赞白净法。不了义经者说生死苦恼；了义经者生死涅槃一相无二。

不了义经者赞说种种庄严文字。了义经者说甚深经难持难了。不了义经

者多为众生说罪福相，令闻法者心生欣戚；了义经者凡所演说必令听者

心得调伏。不了义经者若说我、人、众生、寿命、养育士夫、作者、受

者种种文辞，诸法无有施者受者，而为他说有施有受；了义经者说空、

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有我、人、众生、寿命、养育士夫、作者、

受者，常说无量诸解脱门。是名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云何依法不依

于人？ ……如来为化摄人见者故，说依法不依于人。是法性者，不变不

易、无作非作、无住不住、一切平等，等亦平等，不平等者亦复平等，

无思无缘得正决定，于一切法无别无异，性相无碍犹如虚空，是名法性。

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终不复离一相之法，入是门者观一切法同一法性。

是故说言依一切法不依于人。舍利弗，是名菩萨摩诃萨四依无尽。

[3] 在某些文本中，这四句或许以不同的顺序呈现。

[4] 本文中的 “true”有的是指“真实的”，有的是指“符合真相”，

有的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有时同义、有时有差异。请

读者自行思考辨析。

[5]“达摩”是梵语术语，具有多种含义。通常，它被用来代指佛陀的教导，

但这不是它唯一的含义。

[6] 按前文“假如一个说法背后有一个符合逻辑的原由，那么它是符合真

相的”，此处“说法符合逻辑”就意味着“说法符合真相”，如同见烟

知有火。

[7]“庸常的心识”指非智慧状态的凡夫心识。根据上下文，本文中的“庸

常的心识”，特别指未依止通过禅修或体验获得的智慧，甚至未经思考

或正确分析就做决定，这种状态下的心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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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提问一：对于第一项依止，我们可使用哪些方法来核实“是

否某人的言辞，或某个特定法教之义的教言，是（相对应的、）

真实或实际的意思”，尤其是这样，我们可避免误解或被误导？

回答：首先，要核实某人的言辞或说法，我们一定要深入

地调查那人的背景，以及核对其所做之说法的上下文。因此，我

们一定用这些方法检验；否则，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可通过

他们非实际含义或非真相的表达，来欺骗他人的心。

其次，要核实或理解教学中的文字，我们必须核对上下文中

所用的文字，特别是在法教之义里，依照不同语境一个字可以有

不同含义。所以，我们必须核对一个字或词的前和后说的是什么。

例如：如果一篇文章第五页中的有一个字词，我们有时必须核对

前四页和后四页，或者更多页数，来理解这个字词的特殊意思。

而且，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文字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

我们应根据各种方法进行核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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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二：对于第二项依止，我们该如何调和“不依止个人”

的观点与金刚乘的“咕噜是一切加持的源泉”的信念？

回答：概括而言，对于第二项依止，“个人”不像“逻辑

原因（即：法）”那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的咕噜，我们应该

有清明、不可动摇的信心和对咕噜事业的清净观。虽然有时候，

根据不同情况，如果一位咕噜说了一些（看起来）非常错误或

违背佛陀教导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查验审视。该咕噜或许这

么做是为了清净我们的负面思想，或巩固我们的信心。可是，

该言行也可能违背了佛陀的教导，不具任何可信赖的原因。假

如它毫无原因地违背了佛陀的教导，那么我们应该离于它而住

于平等心 [8]。假如它是为了巩固我们的信心或让我们的信心不动

摇，那咕噜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应失去我们的信心，而是要

恒常依止咕噜。一旦我们依止那人作为我们的咕噜，我们就不

能摒弃他。但是有时候，一位咕噜做了某些不同的事来巩固我

们的信心，无论怎样，如果它违背了佛陀的教导，那么我们可

离于它而住于平等心。

注释：

[8] “leave it equanimity” 即是将它搁置，同时保持平静、不起情绪、

不下定论、不多想、沉着或镇定。本篇，法王是指四无量心的“舍无量心”。

“舍”是舍掉一种分别执着的观念，也就是离开“极端”，特别是二元

对立的极端，特别是如爱憎、亲疏等的二元对立之极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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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三：对于第三项依止，对于普通的践行者，即还未通

过禅修和体验获取智慧的，我们该如何避免掉入“依止我们的

庸常心识”之陷阱，或至少我们该如何尝试减少这个倾向，而

更多地依止智慧方面？

回答：智慧有不同层次。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具有智慧，

尽管我们的智慧不是圣者们的智慧如诸菩萨们的智慧，但是，

由于我们有普通的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尝试依止那个智慧，并

且试着击败我们自己的庸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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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

提问四：对于第四项依止，有无一种方法可指引我们，探

悉哪种层次的含义适用于哪种教学，这样我们便不会混淆？

回答：在佛教的传统里，老师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老师可

以指导我们探悉哪一些字词或法教之义是解释性或演绎性的含

义，而哪一些是确定性含义。我们需要一位咕噜向我们展示此道、

指引我们，以及向我们解释法教之义。因此，在佛教传统里，我

们不鼓励他人在没有任何老师的情况下便践行佛法。我们需要一

位向导和老师。特别是金刚乘里，在没有一位老师的情况下践行

金刚乘教法，意味着那人在没有从一位咕噜处获授灌顶的情况下

而践行：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那样做是将来投生地狱界

之因。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应该了解“相对真相”（即：世俗谛）

和“究竟真相”（即：胜义谛）的差别。而对于世俗谛，我们应

了解“外在的显现”和“实际的或真实含义”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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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归“萨迦传承”拥有

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是萨迦·赤千法王
（第 41 任萨迦·赤津法王）的长子。以其学识之渊博、教导之清
晰而闻名于世。大宝金刚仁波切被认为是藏传佛教传承中最为具相
的传承持有者之一。他属于高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从未间断的
世系传承一代又一代地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佛法大师。

从年轻时开始，大宝金刚仁波切便从萨迦·赤千法王及其他博学且
极富成就的上师处领受了如海般的经部和续部的法教、灌顶、传承
和窍诀。在印度萨迦学院历经数年严格的佛法学习后，他被授予了
卡楚巴学位。从 12 岁开始，仁波切完成了包括喜金刚在内的多次
闭关禅修。以至极之谦逊，应全球弟子们请求，仁波切巡游世界各
地广泛地授予佛法教学及灌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