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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任薩迦·赤津法王——大寶金剛仁波切於 2019 年 6 月 24 日，

在馬里蘭州銀泉市的薩迦圓滿中心，賜予此開示。“薩迦傳承”於

2020 年準備、編輯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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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薩迦傳

承”翻譯小組亦把此文翻譯成中文。我們感謝直接或間接參與此開示

整理或編輯的每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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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和第 42 任薩迦法王健康長壽、長久

住世、法輪常轉。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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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動機

無論做什麼事，我們都應該有正確的理由；同理，學習佛法

時，我們也應該要有正確的目標。每個人學習佛法的理由或許各

不相同。有的學習僅僅是出於好奇，但若如此，那就不是一個正

確的動機。因為它意味著你只是想獲取知識，而沒有去實踐的動

機，那你也不想將知識運用於實踐中。僅僅獲得知識或有一份智

識上的理解是不夠的。獲取知識是第一步，但並非全部。比如，

某人可能學習有關駕駛汽車，並通過了筆試，但對如何駕駛僅智

識上或理論上的理解是不足夠的。已學習了有關駕駛，你一定要

付諸踐行中。這意味著你必須踐行如何駕駛，並且通過駕駛測試；

同理，對佛法而言，沒有踐行的知識並不是那麼有利益。

如果我們學習佛法只是要獲取知識或在考試中得到高分，這

不是一個正確的動機。再者，如果我們打著“我們未來能教導很

多追隨者”的主意而學習佛法，這個動機看似正確，但它並不是

可信賴的原因，因為我們不是只為了教授佛法才學習它。通過教

學，你可以傳揚佛陀的資訊，並給予其他人一個機會去理解佛陀

珍貴又深廣的教導；但對於教導者而言，教即使很多學生的可能

性，並不是學習佛法的正確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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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不應出於只是“好奇”、只是為了在學校或一場

考試中“有所表現”，或只是要“好為人師”而學習佛法。假如

這些是我們的終極目標，那麼我們的佛法學習只是為了此生的目

的，這並不正確。偉大的聖者文殊師利菩薩曾為薩迦五位創始大

師（即：薩迦五祖）中的主要或第一位咕嚕 [1]——薩千 • 貢嘎寧

波（法力高深·歡喜精髓）親授的竅訣，名為《遠離四種貪執》。

第一句教言說道“若貪執此生，則非踐行者”。即便你能給予許

多人教導，如果你執行此活動只是為了今生（的目的），你就還

不是佛法含義之內的心靈踐行者。

所以，我們應具有純正的動機學習佛法。假如我們的動機不

正確，並且我們是抱著世俗動機學習，那有時學習非但沒有減少

我們的負面想法，反而可能會令它們增加。因為獲取了知識以後，

我們或許會感到驕傲與自負，從而不尊重那些沒有或有較少佛法

知識的人；此外，我們也許會對那些更具學識或比我們受過更好

教育的人感到不悅，產生嫉妒；而那些和我們水準相當的人，我

們可能會產生競爭心 [2]。這些種種負面想法的生起，並非因為學

習了佛法，而是因為此人學習佛法具有錯誤的動機。

因此，“我們如何學習”與“我們學什麼”同等重要。重要

的是要持有正確的動機、恰當的尊重，以及真誠的虔敬心去學習。

如果我們學習佛法僅是為了我們自己，或只為了某一座寺院抑或

某一個社群，那它是不正確的。因為不論我們學習什麼學科，我

們必須是為了無有例外的一切有情眾生而學習。作為一名大乘佛

教徒，無論我們何時學習，我們都應該具備出離心、無量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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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菩提心；而對於金剛乘的佛教徒，我們應銘記金剛乘與大乘

密不可分。其實，大乘有兩個部分——波羅蜜多乘和金剛乘。

現今，有的人或許以為大乘僅指波羅蜜多乘，但是事實上大乘

包含了波羅蜜多乘和金剛乘兩者。

注釋：

[1] “guru” （梵）音譯為 “咕嚕” ，即“老師” 的意思。在佛學術語中，

一般譯為 “上師” 。

[2] 這裏，法王主要強調動機，出於純粹利他而做，和出於競爭求勝而做，

從業因果的角度，其性質、結果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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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有巨大恭敬

學習佛法時，我們應對本學科懷有巨大恭敬。我們不應視佛

法為一項普通的學科。佛法迥異於其他諸學科比如語文、數學或

地理。學習這些其他的學科可以在今生利益我們，但它們無法幫

助我們在來世獲得有利的轉生，或（幫助我們）為了一切眾生而

證悟。

由於這些原因，學習佛法時，我們應持有巨大恭敬，但它並

不意味著我們不加分析便持有恭敬。首先，我們需要檢視佛法。

佛陀曾宣說，我們一定要檢視他的教導先於接受它們。正如佛陀

曾解釋的：我們購買金子時，首先我們需要通過燒煉、截斷和打

磨來檢查它是否是真金 [3]。徹底查驗後，我們才可以確信它是真

金。我們一旦有了此信念，那我們將購置它。所以，佛陀曾說，

我們不應在對他的教導未作論證或未加分析的情況下，就接受它

們。而且，我們越檢視佛法，我們獲得的領悟就會越深入。

佛法是一門深廣而神聖的學科，因為佛法是幸福的真正之源。

它能消除我們的痛苦及苦之諸因。佛法能將我們狂野的心調伏、

昇華，並產生巨大影響。佛陀的所有教導都可以說是直接或間接

調伏我們心智的訓練（即：修心）教導和方法。佛法是一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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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因為它是斷除我們負面想法的直接對治力。

再者，佛法是幫助我們長養良好品質的方法——我們的好品

質諸如慈心、悲心和菩提心，皆非別物，正是佛法。真正的佛法

並非僅僅為佛法書籍或法音；更準確地說，它是我們自己的證悟

和體驗，這才是真正能夠降伏我們自心的東西。以正確的動機，

通過學習佛法經論和具格 [4] 老師的教導，我們能獲得內在的證悟

與體驗。

學習佛法時，我們也必須尊重該位老師。由於佛法比世俗的

諸學科更殊勝，我們也應視我們的佛法老師比世俗學科的老師更

殊勝。薩迦班智達在《辨三戒論》中闡述過，我們應當將我們的

波羅蜜多乘的老師視如佛。一旦我們建立了師生之間的法緣，那

我們就絕不能批評我們的老師；若我們這樣做，那即使我們學習，

也無法獲得真正的證悟或體驗。

即使學習佛法以後，有時一個人可能仍然不會改變他們的習

氣，或者繼續像一個世俗之人那樣行事。或者我們可能會想，此

人的習氣和態度變得更糟了！若我們看到這點，我們應清楚地明

白，此人變得更糟並非因學習佛法所致，而是由於此人未能將佛

法知識用於他們的行為舉止，或未能將法教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由此原因，個別人可能仍然會有嫉妒心、競爭心、對那些擁有佛

法知識較少之人的不敬心，以及其他負面情緒。而且有時，出於

他們自己的傲慢或自負，這種人甚至批評佛陀或偉大的佛陀追隨

者，諸如龍樹或月稱，或試圖證明他們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明白

這個人已誤入歧途了。我們實際上證明不了佛陀或這些大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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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的。並非因為我是佛教徒才這麼說。但是，如果我們不偏袒任

何一方，不帶任何偏見地仔細研究佛陀的教導，我們就會明白他

的教導是真正地關乎現相的實質。因此，重要的是，尊重佛陀也

尊重諸般哲學著作和其他教導的偉大作者們。

注釋：

[3] 此處可參見宗喀巴大師《辯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依法尊法師譯）中

引用：“佛說：比丘或智者，當善觀我語，如煉截磨金，信受非唯敬。”

[4] “genuine”的直譯是真正、純正，或真心真意。此處的“genuine”

包含三層意思，即合適、具格以及名副其實。參考全文，編者統一將“a 
genuine teacher”譯為“一位具格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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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法的真實含義

扼要重述一下，我們學習佛法是為了一切眾生，我們也不應

僅為今生或來世而學；再者，我們必須學習真正、真實且可靠的

佛法——如果我們遇到了錯誤的老師或錯誤的教導，那就是不妥

當、不相應的。因此，我們一定要找到一位具格的老師和真正、

真實且可靠的教導。現如今，在此墮落（另譯：末法）時代裏，

我們可能會見到或聽聞到關於假老師給予假教導。因此，重要的

是要謹慎。

在學習佛法時，我們應認真審思，我們是如此幸運，能夠有

機會學習珍貴而深刻的諸般教導。古時候，有些人不辭勞苦，不

畏艱險，就是為了聽四行教言。所以，我們應該感到幸運，能直

接從老師那裏或在網上得到這麼多的教導。

我們不應出於義務 [5]學習佛法，而應帶著極大的喜樂（來學）。

假如我們是被我們的老師們、父母、親戚或其他人強迫才學習佛

法的，那麼這並不正確、不相應。有些情況，儘管無人直接強迫

我們，但我們也許還是感覺好像被強迫。比如，假如我們需要在

一節課程結束時應對一場考試，就算其他人沒有施壓於我們，我

們可能還是會感到有壓力。因此，我們強迫自己學習。倘若我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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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壓力下學習，那我們的目的可能是短期的——要在考試中表

現出色。而隨之，在考試後，我們往往容易將所學遺忘腦後，因

為目的不正確——只是為了短期的目標。

我們要學習，不僅是要有智識上的理解，而是應在自己身上

感受到教法的含義。另外，我們應該運用諸般不同的案例，這些

案例與我們正在學習的教法，有著相同含義。一個教法也許給予

一個例子，但是若要加深我們的理解，我們應該運用不同的例證，

甚至我們具有相同含義的例子。通過如此的學習，將加深我們的

理解，而且我們將更容易銘記教法。

我們也應該學習教法的真實含義，而不僅僅是如何向別人解

釋一個教法。倘若我們學習有關如何對他人解釋教法或某些經文

偈句，那我們只會把時間和精力聚焦在字面意義，而非其真實含

義上。我們或許能夠將一教法的字面含義廣泛闡述，但我們尚不

理解其真實意義。所以，學習真實的含義遠比專注於文字含義的

學習更為重要。

法教裏的文字普遍上可以歸類為具有演繹性（另譯：不了義）

或明確性含義（另譯：了義）。當文字並沒有展示給我們字面上

的含義時，或含義比單獨的文字更深奧，則它們是演繹性含義。

與其聚焦於字面意，我們應該力求明白真實義。例如，詞組“方

位和明月的瑜伽”並非字面上地意指瑜伽的特定方向，如東等，

更準確地說，這些文字具有演繹性的，而非確定性的含義。詞組

“方位和明月的瑜伽”意指十一種瑜伽或與某些教法關聯的踐行。

之所以這樣稱呼它們，是因為有十個方位，而我們在天空中只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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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輪明月。因此，文字裏的“方位”意指數字“十”，而“明

月”意指數字“一”，故為“十一瑜伽”的意思。由於這詞具有

演繹性含義，我們無法僅憑字面意來理解它。但是在一些教法中，

當提及有佛陀所宣講的“四聖諦”，這種說法就具有明確的含義，

因為有四種神聖的真相——而非不同的數字。

我們學習佛法時，我們亦需要探究該教法是關於世俗諦還是

勝義諦，而我們不應該混淆它們。我們需要分開來學習它們，因

為這二諦有不同的闡述。不然，我們或許會感到困惑。例如，有

的教法稱有“存在”（另譯：有），而其他的則稱“不存在”（另

譯：非有或無有）。因此，我們需要探究一個教法是根據世俗諦

抑或勝義諦。

除此之外，我們需要培養對於老師和教導的信心與虔敬心。

在謹慎檢查後，我們應該生起虔敬心。因為佛與佛法極為重要，

當我們接受某人為我們的佛法老師，這是一個重大決定。我們不

應把只要是人、任何人（無論是什麼樣的，誰都可）接受為我們

的佛法老師。[6] 我們必須先檢查老師。唯有通過徹底的檢查，並

確知某人符合資格以後，我們才接受那人為我們的老師。未經調

查，我們是不會買房子的；我們首先嘗試檢查它的位置、價格、

條件等等。在決定購買一套房前，我們會做自方的檢查。這套房

或許會用幾十年，但不多於那個數。一套住房僅為此生受用。但 

是，一旦我們和一位老師建立了法緣後，該位老師將持續為我們

的老師，不僅是這一生。我們應恒常表示敬意和祈禱“願這位老

師生生世世成為我們的老師”。因此，重要的是小心謹慎地選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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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佛法老師。我們應仔細地檢查一位老師甚於我們正考慮購買

的一套房子。

一旦我們對這些要點有了清晰的理解，那我們就應該帶著無

上的虔敬心、正確的動機，以及極大的喜樂心，趣入正確的學習。

要學習佛法，我們需要勤奮、善解和智慧。倘若我們有了所有這

些品質，那毫無疑問我們可以獲取知識；但是，正如之前所討論，

富有學識的人有時可能會傲慢和自負。有鑒於此，我們獲取知識

時，一定要控制我們的負面想法。始終保持警惕和認真尤為關鍵，

這樣我們的心智就不會被負面想法所動搖。

注釋：

[5] 此處“義務（obligation）”根據上下文可知，並非指“對於眾生父

母的責任感”，而是著重在“沒有意樂、身不由己、言行不由衷、迫於

無奈”的心態。

[6] 衡量或評判上沒有可靠標準，選擇和決策上沒有確定合理原則，甚至

不做觀察、分析、評判，就接受為自己的佛法老師，這種做法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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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的架構

學習佛法時，我們需要具有正確的動機。學習後，我們應審

思該教法。學習和審思是重要的。雙管齊下，它們可以擴展我們

的心，讓我們能夠獲取更多的知識、更多的瞭解，以及更大的智

慧，如同從小池遷移至大洋：我們的智慧增上了，知識變得更淵

博。以正確的動機學習和審思教法後，接著我們禪修。據說未經

學習的禪修，就像一位（手足俱）殘者攀爬岩壁，這通常是他們

做不到的；同理，沒有智識上的理解，或沒有恰當的學習和審思，

我們便無法禪修。[7]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持戒守德。就算在世俗生活中，一個

人或許在某些活動中出類拔萃，但如果那人沒有紀律或好的舉止，

那他們不會被視為是一個好人，或由於他們的陋習或脾氣暴躁而

無法尋獲一份好工作；同理，一個人或許有佛法知識，但是沒有

持戒守德，此人並非是一位優秀的行者。知識並非全部，我們還

需要有德行。印度偉大的世親論師在《阿毗達摩俱舍論》中說道：

“基於德行和戒律，我們應該學習、審思及禪修。”

這個總體的架構可被用於所有佛教傳承中——無論是上座

部、大乘還是金剛乘，我們都應該遵循此體系和次序，以德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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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戒律為始，進而學習、審思及禪修；我們還需要持續不斷地檢

視我們的動機。有的時候，學習佛法多年後，若未檢視自己的動

機，你可能會認為：“我已經在此生成辦了這麼多偉大之事。”

自己可能自命不凡。但是，根據佛法，如果某人還未生起正確的

動機，那麼那人不算一位行者；相反的，那人是摻雜著對此生的

貪執而進行學習和踐行，這違背了我之前闡述的《遠離四種貪執》

的第一句。因此，我們必須以正確的動機、真心真意的尊敬以及

持守戒律，向具格的老師學習真正、真實且可靠的法教。如果我

們有了所有這些因素和條件（即：因與緣），那麼毫無疑問我們

將成為一位好的心靈踐行者。

多年的佛法學習之後，有人可能會認為若他們無機會進行教

學，那便沒有機會運用他們的佛法知識；可是，獲取佛法知識並

非只是用來教導他人，主要的要點是踐行和調伏我們的心，即使

沒有機會進行教學，也仍然可以將自己的知識用於踐行。倘若某

人反復教佛法，可是卻沒有踐行並缺乏體驗或證悟，那麼這個行

為就不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益處。所以，重要的是先踐行佛法和

體驗，然後你才可以教導其他人。至於那些通過他們的體驗和證

悟來宣教的偉大老師們——而我不是這一類——他們的教導比那

些缺乏踐行或證悟者所傳授的教導更為甚深。假如一個人僅是基

於智力上的理解來教導，其教導不會像那些證悟了的老師們那樣

甚深。

重要的是因材施教。如果一個人在不審視觀察聽法者能力的

情況下進行教學，那是不對的。例如，如果聽法者有著只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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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內接受教法的能力，而老師卻教了更長的時間，則該教學超

出了聽法者的能力。這樣，聽法者就無法理解這麼長的教學。 

因此，對於每一次授課，老師必須根據聽法者的能力進行授課。

我的教學到此圓滿。我們將功德回向於為了一切有情眾生

而獲得證悟。此外，我們將我們的一切功德回向給我們的根本咕

嚕——尊聖的第 41 任薩迦·貢瑪·赤千仁波切、尊貴的祿頂·堪千仁

波切以及其他善知識。願他們法體安康、長久住世，並且常轉法輪。

注釋：

[7] 參見《俱舍論》二十二卷十一頁雲：將趣見諦道，應住戒勤修，聞思

修所成，謂名俱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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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作為補充，以下是法王對2020年 7月提出問題的回答。

提問：關於“應該要把我們的波羅蜜多乘老師視為一位佛”

這一點，我們如何將這種觀點帶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和踐行中？

這種觀點和金剛乘中的有何不同？

回答：在波羅蜜多乘的傳承裏，佛法老師應被視為如同一

位佛。所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應尊重我們的佛法老師，

不只是通過我們的身體行為和語言，而且也通過我們心的行為。

一般情況下，我們應尊重任何老師，但對於我們的佛法老師，

通過我們的身體行為和言語，我們應尊重那位老師甚過一位普

通老師；而心裏，我們應視我們的佛法老師如同一位佛。持有

這個觀點有助於我們持有更多的尊重，且不會生起負面的想法，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發展一定程度的清淨觀。

在金剛乘中，我們將賜予我們大灌頂的咕嚕視為一位真正

的佛——也就是說，作為諸佛、法和僧的結合（另譯：總集）。

因此，我們說皈依咕嚕如同皈依三寶，因為咕嚕就是三寶或一

切皈依對象（另譯：對境）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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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

提問：關於“我們不應該批評老師”這一點，當學生發現

老師的教導或行為與佛法不相符時，這意味著什麼？

回答：倘若一位老師做了一些錯誤或一些和佛法不相符的

行為，但除此之外，該位老師曾給予我們偉大和真正、真實且可

靠的法教，我們應對該老師這部分的事業，即包括參與賜予法教

以及充當佛陀和我們之間的使者或橋樑而感恩。但對於錯的行為，

我們則應住於平等舍 [8]。

這取決於個人的認知。在某些情況，一位老師或許會說一些

事，或指示一位弟子做些事，來淨除該弟子的垢染或惡行。例如：

馬爾巴吩咐米拉日巴建造一座塔並摧毀它——屢次三番地。從馬

爾巴的角度，他並不需要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這麼做；但是，為了

淨除米拉日巴之前的惡行，並引發他生起虔敬之心，馬爾巴指示

米拉日巴反復地建造和摧毀塔。可是，這取決於個人。如果我們

看不出來老師做或要求的為何會不符合佛法，且若沒有其他我們

可以辨別的真正目的，我們就不需要遵循。 但與此同時，我們

無需批評、指責或挑錯處。

16

注釋：

[8] “equanimity”的直譯是平靜、沉著或鎮定。本篇，法王是指四無量

心的“舍無量心”。“舍”是舍掉一種分別執著的觀念，即願諸眾生遠

離貪嗔癡之心，住平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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