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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聖的第 42 任薩迦·赤津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在英國雷丁薩

迦佛學會的祈請下，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英國賜予此開示。“薩迦

傳承”於 2021 年準備、編輯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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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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陰的教授

關於中陰的教授

我們都會經歷生、死和中陰的不同狀態。中陰是介於死亡和

投生之間的狀態。

概括而言，一切和合的要素（另譯：有為法）皆無常。換言

之，一切依其自己的因和條件（另譯：緣）而生的事物，便是所

謂的“和合的要素”或“和合之物”。比如，我們的身體是無常的，

因為人身是由眾多微粒堆積而成的。諸部件和微粒和合而形成了

這個人體。身體有如頭、手、腳等很多部分；手又可以分為手掌、

五根手指等等；然後手指還可細分成指甲、肉、皮等。同樣，身

體的每一個小部分可以再分為眾多部件和微粒。故此，如同其他

和合事物一樣，人體也是無常的。

生於此世間的每一位，都不免一死。這世上沒有人能永遠不

死。對此我們毋庸置疑。確定的是：在這世上，無論是誰，有生

必有死。我們沒有能力永遠活著。我們別無選擇。許多人猝然長   

逝，留下很多未竟的事業和計劃。無論是否完成計劃，我們都會

死去。此外，身體是脆弱的，所以我們一定會死去。即便是銅牆

鐵壁的高樓大廈也可被摧毀，更何況是渾身上下沒有一處堅如鋼

鐵的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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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眾所周知，能奪取我們珍愛生命的方式、因和條件（另

譯：緣）很多。很多外部的因緣，諸如意外事故，能奪走我們珍

愛的生命；同樣，還有諸如各種疾病等眾多內緣和障礙能夠致死。

總體而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死。我們都知道，人的壽量不定。

我們不能說所有人都將活到一百歲，一百歲前都不會死。我們看

到有些人在百歲前就死了，事實上有的胎死腹中，有的剛出生就

死去，有的十來歲、二十、三十、四十多歲等就死去。

人們死時的年紀不盡相同。我們活到什麼年紀是不定的，因

為生命是無常的。所以我們不能說人都能活到老，我們不能說我

們不會很快死去，亦不能說因為年輕就不會死。我們看到許多“白

髮人送黑髮人” 的情況。我們也不能說因為人健康就不會死。這

不真實，因為有的重病患者纏綿病榻多年才死；有的人身強力壯

卻猝死——或死於隱藏的疾病，或因為外緣。

因此，從所見所聞我們知道，年輕、健康並非相信不會將死

的正確理由。佛陀教言中說，明天和下一世哪個先到，是不確定的。

[1] 所以，我們應該為下輩子，而不是僅為現在，而付出努力。

無論我們多麼富裕，多有權勢，多有名望，無論多少人擁戴

我們，臨終之時，這些都不能幫到我們。我們無法用名聲、權勢，

或通過亮出我們的擁護者，來避免死亡。因此臨終時，這些俗事

幫不了我們。

當親人、朋友都圍繞在臨終者身邊，他們對延長他或她的

壽命、減輕其疼痛和臨終的痛苦，也完全幫不上忙。相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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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會給臨終者造成更多心理痛苦，因為他們感受著強烈的

情緒，而且會悲傷地哭泣或哀嚎，展現他們的情緒。這些負面情

緒會使垂死之人更加悲傷，心理上遭受更多疼痛和痛苦。

既然世俗之物在臨終時對我們於事無補，重要的是不要去貪

執此生——不要對親人、財物、支持者等有所貪執。如果死時對

這些事物有強烈的貪執，會對身心分離造成障礙。無論你是否有

貪執，都要離去，身心需要分離，別無選擇。所以，當心識和身

體分開的時候，最好不要有貪執，這樣中陰的過程會更順利、更

好，因此在來生會有更好的結果。舉個例子，如果鳥兒的腿被綁

了一塊石頭，這會障礙鳥兒自由地在天空飛翔。同樣，對至親、

財產等世間之物的貪執，會阻礙我們自在地投生。再說，貪執還

會導致痛苦，因為在臨終時有貪執是負面的心，負面的心總會造

成更多的痛苦，所以重要的是要使自己從貪執中解脫。

此外，臨終時，重要的是要有寂靜和平靜的心。作為佛教徒，

我們應該在臨終時向我們的咕嚕 [2] 和三寶祈禱。據說臨終時的心

態非常重要。即便你本是個不錯的佛法踐行者，如果臨終時帶著

嗔恨，那也會損壞你一生的踐行；反之，即便你沒什麼佛法踐行，

如果死亡時離於一切負面之心而只有正面的心，比如向咕嚕、本

尊、諸佛菩薩祈禱，以及做某些佛法踐行，在臨終時如是踐行，

那麼這是很好的徵相。因為這樣做，將會在來世有更好的結果。

臨終時保持正面的心很重要。即使對家人、親人、財物或

財產有強烈的貪執，也是無濟於事，因為我們無法帶到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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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能將所有的至親和所擁有的，留在身後，包括從出生到死亡

一直與我們心連繫著的、我們珍愛著的這副身軀。死後，屍體將

通過掩埋、拋入水中、火化等方式被處理掉。但，你無法像處理

你的身體一樣處理你的心。

所以，我們可以處理這個肉體，卻無法處理心。心會繼續，

雖然心本身是無常的，會瞬間改變，但心的相續會從此生延續到

來生。比如，我們年輕時有心，我們老去時仍然有心，但這顆心

不是以前的心，而是通過連續性隨時間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心

識瞬間改變，但由於心的這種連續性，我們可以記住年輕時做過

的一些事情。雖然記得過去的事，但這並不意味著“現在的心”

和“過去的心”是一樣的，而是指雖然心實際上是在瞬間變化著，

但我們的心是相續性的，所以能記得我們的過去，比如我們一年

前做過的事。

死亡意味著身心分離。當心識跟身體分開時，就意味著死亡。

接著，心識會隨業行繼續走向未知的目的地。我們的業行是我們

來世投生何處的主因。

作為佛教徒，我們可以說，臨終時唯一的庇護和皈依，是我

們的佛法踐行或善心。死後會去往中陰狀態，中陰狀態即生和死

之間的狀態。大部分人死亡後都會進入中陰狀態，除了兩種人：

第一，那些非常高深的佛法踐行者，在心識離開身體時，會即刻

前往佛剎或淨土；第二，是那些有很重惡業者，死後會直接墮入

惡趣——旁生道、餓鬼道和地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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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陰眾生在中陰狀態會有一個具備所有功能的身體，但不像

我們人的身體。中陰身是無形的，有著光或彩虹的體性。概括而言，

中陰眾生的體型和他們來世將獲得的身體很相似。中陰眾生沒有

穿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光的體性。他們不能吃有形或固態的食物，

而只能以食物的氣味為食，所以中陰眾生亦被稱為“食香者”。

因此，許多佛教徒經常通過“束”煙施 [3]，向中陰眾生布施香味。

因為中陰眾生的身體是光的體性，普通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中陰

眾生可以看到彼此。證悟者或證量高的人，也可以看到中陰眾生。

我聽過一個故事，一位大師的侍者去世時，這位大師竟然能看出

侍者處於中陰狀態，所以有時這位大師會說：“哦，別這樣，別

那樣。”這位大師可以指示他在中陰狀態的侍者。不像我們這些

普通人，證量高的大師是可以看到中陰眾生並給予開示的。

中陰眾生可以看到我們，可以來到我們的處所，雖然我們看

不到他們。對於處理亡者遺物和財產的親人而言，重要的是：如

果將亡者的遺物妥善處理，中陰眾生會開心；如果處理不當，中

陰眾生也會知道親人如何處理他們的遺物。因為中陰眾生是光的

體性，他們具有“有染”的神通（另譯：有漏的神通），知道親

屬們在做什麼，知道大師們和僧眾在為他們祈禱。如果為中陰眾

生行善或做正確的儀軌，他們會受益。相反，若沒有做正確的儀軌，

或親人將其物品處置不當，中陰眾生會知道而且感到傷心和憤怒，

從而導致他們更多的痛苦。

因為中陰身是光體，他們有能力在任何時間去往任何地方。

只要想或起念去哪裡，中陰眾生就能瞬間到達，即便是數千里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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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陰眾生只要起念去哪裡，就有能力到達，諸如牆壁或山嶺

的固體物均不能障礙他們。他們不會從懸崖上掉下去，也不會掉

進井裡。

中陰眾生能看到他們的家人和親屬，所以會去至親那里和他

們說話。但是，我們普通人無法看到或聽到中陰眾生，即便他們

在和我們說話，因此我們無法回應他們。中陰眾生不會感受到日

月的升起等等。因為中陰身體本質上是光，所以他們沒有影子，

走路也不會有腳印。

中陰眾生經歷著不確定的狀態。他們飽受棲處不定、態度不

定、食物不定、同伴不定、依處不定、思想也不定的苦。例如：

中陰眾生能去往任何地方，這是棲處的不定。據說，中陰眾生的

心識比一般人清明七倍。如果我們能在中陰時踐行佛法，那屆時

的踐行會更清晰、更好。

為了能在中陰踐行佛法，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從現在開始訓

練。怎樣訓練呢？當下，我們便應該思維自己就在中陰狀態，特

別是聽到驟然響起的巨大聲音時，或者在興奮或震驚時——那一

刻，我們需要憶念我們的咕嚕、三寶、法教和踐行。這會真正幫

助我們在中陰時想起咕嚕、三寶和佛法踐行。如果能在中陰時踐

行佛法，會更具功德、更有助益。

重要的是要知道有中陰，以及中陰眾生很聰明，因為他們有

神通。站在佛法的角度，當人死時，我們不應該感到悲傷或展露

情緒，儘管這對很多人來說是困難的。我們就盡最大努力不感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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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或展露我們的情緒，因為如果展露如哭泣、哀嚎、悲傷等等

的情緒，中陰眾生會看到，他們會知道我們因為他們的離逝，正

經歷著悲傷和痛苦。開始時，中陰眾生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亡，他

們會回到自己家中，試圖從廚房取食物。雖然他們能看到餐桌，

但沒人會給他們食物，沒人會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只有那時中陰

眾生才意識到：“哦，我已經死了，不再和家人一起了。”

所以，中陰眾生能看見我們，也知道我們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如果我們因亡者的離逝而感到悲傷，那麼身在中陰的這位亡者，

看到我們的負面情緒和痛苦會感到更悲傷。我們不應該擔心亡者，

因為擔心和悲傷不能使他起死回生，相反，這會帶給亡者更多的

痛苦。與其感到悲傷或情緒化，我們應該更多地行善積德，然後

為了獲得佛果而迴向給自己和諸有情眾生。這樣，不僅我們自己

可以積累功德，重要的是我們能利益到中陰眾生。

要做正確的迴向，我們不應該將功德只迴向給死者。把功德

僅僅迴向給一個人，不是大乘的踐行。大乘道不是僅僅為了一個

人而踐行，相反，包括迴向在內的所有大乘踐行，是為了毫無例

外的每一個有情眾生而踐行。所以，把功德只迴向給某位亡者是

不對的。我們可以將功德迴向給亡者以及一切有情眾生，讓他們

皆獲得佛果。這樣我們的迴向才會成為正確的迴向。

如果我們不是好的佛法踐行者，在中陰時會感到恐懼。因為   

在中陰時，我們會聽到諸如山崩地裂、地震、海嘯等可怕的聲       

音。中陰眾生不僅會感覺正沉入水中，還會感覺正被勁浪席捲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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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陰眾生聽到山崩地裂聲時，會感覺正陷入地裡，並正被土壓

迫著。這就是一開始消融的兩個元素（另譯：兩大種）：水和土。

中陰眾生會聽到森林中熊熊烈火的聲音，也會感覺到自己的

身體被火灼焦。接著，會聽到勁風的聲音——不是微風的聲音，

而是龍捲風和颶風的聲音。同時，中陰眾生會感覺被強風吹走了，

還會覺得自己正墜入懸崖。這四個元素（另譯：四大）的聲音，

就是所謂的、在中陰會聽到的“四種令人感到恐怖的聲音”。

非佛法踐行者或踐行較差者，在聽到可怕的聲音或感覺要墜

落懸崖時，會感到更加驚恐；但若是個好的佛法踐行者，那麼無

論聽到多麼無法想像的巨大聲音時，仍然能憶念咕嚕和踐行佛法，

而不會被這四種恐怖聲音或其他怖畏因素所干擾。

因此，保持平靜心是必要的。而要想在中陰狀態下有平靜的

心，重要的是：首先在死亡時有平靜的心。如果死亡時你在踐行

佛法，你在踐行慈悲心、菩提心和其他善心等，那在中陰時你的

心自然會更加平靜。當你的心是寂靜時，就會在中陰時記得踐行

佛法。

知道中陰的情形至關重要。此外，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有正確

的踐行，這是很重要的。正確的踐行是指伴以真誠不偽心、善願

和正確動機的踐行。不論我們是誰，都要經歷中陰狀態。當面對

中陰狀態時，非常重要的是有以佛法踐行印持的強大信念。如果

我們的心已經準備好且以佛法踐行為印持，那麼在中陰時，我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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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祥和的心就不會被干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能做更多的

佛法踐行且獲得清明的覺知。這是極為重要的，我們一定要銘記

在心。

中陰眾生的心識會進入未來父母的受精卵，然後去往母親的

子宮。從那時起，就開始了他們的來世。在母親子宮裡受孕的那

刻起，就是來世的開始。可以說這就是循環存在——輪迴，因為

它永無終結。你會再再出生、再再死亡。一圈又一圈循環往復，

故稱為輪迴。

總體而言：在中陰階段，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佛法踐行，尤其

要有正確的動機，並對你的咕嚕、本尊、三寶和佛法踐行有誠摯

的信心和虔敬心。知道這些非常重要。如前所述，中陰眾生沒有

具體的身體，但有本質上是光的微細身，像彩虹沒有實體。你用

手是摸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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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集法句經》：“明日及後世，孰先至難知，勿營明日計，當勉後世義。”

[2]“guru”（梵）音譯為“咕嚕”，“老師”的意思。在佛學術語中，

一般譯為“上師”。

[3] “束”煙施是藏傳佛教的一種踐行，通常是將麵粉、糖果和乳製品混

合在一起（有些種類的“束”或許有差異，比如：專為龍族做的，不得

含有任何動物成分），有時還含有其他有價值的物質或香料，在給予淨

化後點燃，以所產生的芳香煙氣先供養三寶，然後與一切有情眾生共享，

同時配合觀想和念經予以加持。



關於中陰的教授

問：仁波切，有的中陰眾生能傷害、擾亂活人或引起痛苦。

既然中陰眾生都沒有我們可看到的具體身體，他們又如何有能力

來傷害我們呢？我們怎樣才能保護自己免受這樣的傷害？

答：我說過，如果死時懷有嗔恨心，就很有可能在中陰狀態

中有強烈的負面之心。因負面心的影響，這些中陰眾生會傷害他

人。有時他們會傷害和他們不親者，比如在生前因嗔恨而結下的

怨敵。他們對所謂的敵人懷有報復心，以至於在死後依然記得這

些敵人。在負面心或煩惱的驅使下，通過負面力量傷害他人。

為保護自己避免這類障礙，作為佛教徒，重要的是要有對三

寶的誠摯信心和虔敬心。

雖然有保護的儀軌，特別是源自金剛乘傳統的儀軌，但從大

乘的角度而言，如果我們對三寶有真誠的信心和信念，我們不一

定要踐行這些儀軌才能獲得保護。同樣，當你具有無偽的菩提心，

即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菩提心會保護你免於所有的障礙，包括

中陰眾生所造成的障礙。所以受持皈依和生起菩提心是必要的，

能保護我們免於障礙。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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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陰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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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佛陀的追隨者想追求諸如不共密乘教法等“更高”的教

法。他們往往忽視基礎的法教，這是不對的。因為若知道如何正

確地踐行皈依和菩提心，則這些踐行會成為我們甚深的保護者。

但是，如果想踐行所謂“更高”或不共的教法，卻又不知道怎麼

正確地踐行，那麼你的踐行就不會見效。因此我們的踐行是否甚

深，取決於我們如何踐行法教。

***

問：中陰狀態持續多久？

回：一般而言，中陰狀態會持續七週。四十九天后，來世就

開始了。這個時間框架是大概的，會有很多例外，因人而異。好

的佛法踐行者可能不需要在中陰過七週，會在那之前便投生了。

如果有大量負面的想法、行為和習氣，可能就會留在中陰多年，

所以因人而異，但我們一般說是七週。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人

死時我們會作七週的淨化儀軌，如有時間和必要，我們會在七周

中每天都做。



關於中陰的教授

問：請問對臨終的親友，我們可以做何踐行幫助他們？

答：事實上，所有的佛法踐行都能幫助他們。有專門針對亡

者的特別儀軌，如：給亡者的普明大日如來儀軌、給亡者的觀音

菩薩儀軌和其他本尊的儀軌等等。我們應作這些儀軌迴向給他們。

如我前面說的，我們應該以善的方式處理他們的遺物財產，那麼

他們就不會失望。當他們對家人的作為感到滿意時，就會覺得安

心，這有助於他們不經受更多的痛苦。這是一種處理方式，一種

世俗的方式幫助亡者。另一種方法是踐行佛法和儀軌，即以心靈

的方式來幫助亡者。因此，有兩種幫助亡者的方法：世俗的方式

和心靈的方式。

***

問：有些人死時，可能不想和家人分享他們的財物。可否晚

些和家人分享，或者要遵從亡者的囑咐呢？

答：我想這取決於個人。滿足亡者可能不是正面的。有時亡

者有強烈的負面心，有時他們不打算分享自己的財物並企圖傷害

他人。如果是這種情況，家人不遵從亡者的遺願，我認為是合理

的——他或她沒有給出善的囑託，反倒給出惡的指示，所以我們

不必去遵循惡的囑託。假如我們依循這些要求，就會造下惡業。

概括而言，我們要以善的方式處理亡者的財物，這樣才能對亡者

有利，儘管不一定符合亡者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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