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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聖的薩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薩迦法王），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美國紐約市的 Tibet Hous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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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輯的人的付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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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薩迦法王健康長壽、長久住世、法輪

常轉。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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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踐行的重要性

我們現今生活的世界非常廣闊，它有眾多不同的文化、宗教、

理念、傳統等等；然而，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共同點：每個人

都渴望得到安樂，想要消除痛苦。每個人、每個組織及每個國

家都正在努力尋找幸福。在過去的世紀中，科學和技術皆已取

得很大的進步。我們過去遇到的許多問題現在都被解決了，比     

如：許多過去的不治之症，現在可被輕易治癒；許多曾無法企

及的地方，現在數小時內就能到達，等等。但同時，無論我們

已取得了多少物質上的進步，我們還是無法找到真正的幸福。

雖然精神進步和踐行非常重要，但通過精神踐行而取得的

進步，是不會很快發生的，它需要時間，而且不是直接可見的；

而在科學和科技上所獲取的進步快速且顯而易見。所以，曾幾

何時，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們一度認為，精神踐行已經過時了，

而科技的發展必然是值得追求的。因此，許多人對精神進步失

去了興趣——事實上，在一些地區，精神踐行被蓄意阻止。但

隨著時間的推移，很顯然，無論我們在物質上取得多少進步，

我們都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無論我們去到哪里，無論我們和

誰交往，無論我們擁有什麼，無論我們多麼富可敵國，無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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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赫赫有名，也無論我們多麼權重望崇，我們都無法找到真

正的幸福。

我們能在哪里找到真正的幸福呢？這得通過精神上的幫

助。即使在那些曾蓄意鼓勵他們的人民勿追求任何精神踐行的

地區，現在他們的人民當中也有很多人對精神踐行仍然感興

趣。昭然可見，沒有精神上的助援，我們無法找到真正的幸福。

精神傳統有很多，同時，我相信每一個精神傳統都各有其

妙（各有千秋），也有自己的方式來幫助人類，所以我尊重每

一個精神傳統。每一個精神傳統都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是不同

的，我們有不同的品味、理念、心性、傾向等等。所以，一種

精神傳統是不夠的，就像不存在一種包治百病的藥一樣。為了

治癒不同的疾病，人們不僅需要不同的藥物，還需要不同的醫

療操作和治療方法。同理，多種多樣的精神踐行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一些人，印度教更為合適；而對於一些人，基督教比較合                  

適；對於一些人，伊斯蘭教較合適；但對於一些人，佛教更合適。

所以，我們必須尊重每個精神傳統，並允許個人通過他們自己

的智慧和直覺去抉擇。然後，不論踐行哪種精神道路，都必須

按照其教法而勤奮踐行。這是世界上當前被觀察到的最重要的

問題。

根據佛教，我們需要踐行佛法的理由是：每個有情眾生的

心之真實本性，皆是純淨的，它從未被障礙所污染，這就是我

們所說的“佛性”。但是，此刻我們無法認知它。我們看不到

2



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3

心的真實本性，相反，我們的心完全被障礙所遮蔽，比如煩惱

的障礙（另譯：煩惱障）和現相的障礙（另譯：所知障）。只

要我們的心被這些障礙所遮蔽，我們就在輪回中，即“有”之

迴圈。只要身處輪回，我們就不會免於受苦，這就是為何我們

無法找到真正的和平與幸福——無論我們做出多少努力，或取

得了多少物質進步，或去何處，或與誰交往——我們都找不到

真正的和平與幸福。所以，我們需要踐行佛法。儘管每個有情

眾生都有佛性，每個活著的眾生都有機會成為圓覺的佛陀；但   

是，因為人類的心智非常銳利，而且人類比諸如動物的其他任

何有情眾生都更聰穎：所以，人類有最好的機會成佛。故此，

精神踐行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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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

如你所知，佛教始於印度，並隨即傳播到許多國家。由於

藏地法王們的仁慈、印度大師的巨大加持，以及藏地譯師的艱

辛承當，佛教被完全地帶入了藏地，藏地有了小乘、大乘和密

乘傳承的教法以及相關的科學科目。在藏地，我們有完整的佛

教傳承和全部的踐行傳承，不僅有典籍研學，也有實修。所以，

雖然佛教的發源地是印度，但藏地已經變得幾乎和印度一樣，

即使到了今時今日，我們仍設法保持了佛教傳承的活力。

佛教在兩個不同的時期從印度傳入藏地。第一個時期發生

在八世紀期間，法教由咕嚕 [1] 蓮花生大士、偉大的寂護大師和

偉大的藏王赤松德贊傳入。在那期間，佛教被完整地建立了。當

偉大的寂護大師入藏時，他努力修建並創立寺廟和僧團。藏地

有許多有力量的本土神靈，它們製造了巨大的干擾。白天，桑

耶寺被建造，而在夜晚卻被本土神靈拆毀。施工被冰雹、閃電……

各種各樣的問題干擾。寂護大師建議法王赤松德贊邀請咕嚕蓮

花生大士，他有降伏本地神靈的善巧。在信件被送往印度的同

時，蓮花生大士已預見到了，並通過他的智慧在途中會見了信

使。他最終入藏，平息了惡神，並令善神放棄邪道而轉向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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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發誓保護佛法，這些神靈成為佛法的護法神。從那時候起，

寺廟成功修建起來了，僧團傳統也被建立了。

寂護大師在入藏的時候說，既然藏人從未領受具足戒，他

不確定他們是否能持守所有的比丘誓言和戒律。於是，一個七

人的組合接受了守持戒律的試驗。三個年長的、三個年輕的、

一個中年的有志者，都獲授了比丘具足戒。在三個較年輕人中，

就有一位是昆氏家族成員。

昆氏最初被認為是色界天人的直系後代，他們降臨到青藏

高原，其中一位成員定居了下來，而其他的則返回天界。這位

定居藏地的天人隨後確立了血脈傳承。那個時候還沒有佛教，

只有苯教 [2]，所以他們是苯波教徒；後來，蓮花生大士入藏的時

候，建立了佛教，同時昆氏血脈傳承的成員成了佛教徒，他們

其中一人就是昆·龍王持壽，即昆·魯易旺波桑瓦。

佛教穩固建立後，佛陀的教言和論釋全部都被譯成藏文。   

昆·龍王持壽是譯師之一，他和弟弟多傑·仁欽（金剛·珍寶）都 

從蓮花生大士處獲授了大量的重要灌頂和法教。多傑·仁欽是在

家人。他們進而踐行並獲得了高深的證悟。那時候，他們的主

要本尊是普巴金剛和揚達·嘿茹嘎。通過這兩位本尊，他們獲得

了很高的證悟。昆氏傳承將這些踐行持續了很多代。

這持續了約十三代，有兩兄弟，名為昆·西繞慈誠（昆氏·智

慧持戒）和昆·貢秋嘉波（昆氏·稀寶王）。一次，弟弟昆·貢秋  

嘉波參加了一個有舞蹈和遊戲的盛大聚會，當他從聚會回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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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哥哥昆·西繞慈誠問起有關聚會之事。昆·貢秋嘉波回答說，

聚會上眾人開心地跳舞和參與體育活動，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表演是金剛舞。昆·西繞慈誠評論道：“向大眾表演金剛舞是不

如法的，因為金剛舞是很神聖的，而且應該只能在寂靜處、只

為少數人表演。”他進一步解釋說，既然自己年歲已高，因此

不能學習，但弟弟昆·貢秋嘉波仍然年輕，而且還可以學習。他

指示昆·貢秋嘉波說： “我們所有的無論什麼古老教法，你都應

該將它們隱藏起來。現在是建立一個獨立教派的時候了。”

那個時候，最著名的喇嘛是卓彌·釋迦益西（牧人·釋迦智       

慧）。他就從卓彌·釋迦益西處求法。卓彌是一位極為嚴格的老

師，他不會同時向超過一人給予教授。最初，昆·貢秋嘉波遇到

一些困難，卓彌加持昆·貢秋嘉波的頭，說：“摸你頭髮的時候，

我感到你的血統有將來傳播教法的殊勝功德。”所以，他就賜

予了昆·貢秋嘉波教授。後來，昆·貢秋嘉波建立了薩迦派，並在

1073 年，就是九百多年前，建立了薩迦派首個寺廟，即薩迦寺。

藏傳佛教有四個主要教派：舊譯派是寧瑪，而三個新譯派

是薩迦、噶舉和格魯。

注釋：

[1] “guru”（梵）音譯為 “咕嚕” ，藏文為“喇嘛”，意為 “老師”，

尤其是金剛乘的精神老師 。在佛學術語中，一般譯為 “上師” 。

[2] 苯教傳承，是藏地的本土宗教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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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貢秋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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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傳承及其殊勝功德

“薩迦”是什麼？薩迦字面意思是灰色的土地。薩迦派創

始所在的城鎮和薩迦派本身都叫“薩迦”，該地區有一座形如

大象的山，此山名為邦波利山（大象之意）。山有一塊環形的

灰色土地，故此名為“薩迦”。這個地區具有三個殊勝功德。

在薩迦派建立的很久以前，咕嚕蓮花生大士來到薩迦並說：

“將來這裏會修建一座大寺廟。它會向十方傳播佛法，利益無

量有情眾生。”接著，他在四方修建了佛塔，一個方向一個佛塔，

並加持了土地。這樣，藏地薩迦寺的地基就被咕嚕蓮花生大士

加持了。這是第一個殊勝功德。

巴登·阿底峽（吉祥·阿底峽）來到現在名為薩迦的地方（當

時只是一塊空地）——數十年後，昆·貢秋嘉波就是在這塊地上

建立了薩迦寺。當阿底峽在該空地上禮拜時，他的侍者詢問他

為何向一塊空地頂禮且獻供。阿底峽回答說：“你沒有看見這

塊灰地上有七個‘滴’字 (�ིཿ)、一個‘舍’ 字 (��ིཿ) 和一個‘吽’ 

字 (�ྃ་) 嗎？那表示將會有智慧佛文殊師利的七位化身、大悲佛

觀世音的一位化身，以及力量佛金剛手的一位化身。將來，會

有這三位菩薩的眾多化身，他們將極大地利益所有有情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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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在做禮拜的原因。”這是第二個殊勝功德。

薩迦派的創始人昆·貢秋嘉波有個兒子名叫薩千·貢嘎寧波      

（法力高深·眾喜精華）。自幼，他就作為一名喇嘛開始訓練，

並獲授了很多教法。他的導師建議說：“你是大喇嘛之子，你

需要學習。為了學習，就需要智慧；而要獲得智慧，就要踐行

文殊法門。”薩千·貢嘎寧波獲授了文殊師利灌頂和相關教法，

並閉關踐行此本尊。一天，薩千在淨相中看到許多彩虹和花朵，

它們的中間是文殊師利坐在法座上，雙腳觸地，並有兩位菩薩

在其左右兩邊。在淨相中，他看到三尊文殊師利在自己前方虛

空中，中間的文殊師利將這四行教令傳授給他：

若執著此生，則非修行人。

若執著輪回，則無出離心。

若具有我執，則無菩提心（證悟之心）。

當執著生起，正見已喪失。

這四句涵蓋了整個大乘教法。他獲得了證悟，並將這幾

句教給他的兒子們。它被書寫下來，並作為修心的前行教法，

相續不斷傳承至今。這個教法被認為是非常真實和純淨的修心

法——不僅是薩迦派這樣認為，所有其他教派亦然。

隨後，他從咕嚕香通·秋巴（香氏秋季·法燃起）處，獲授了

“藍追”（即：道果）教法。“藍”是道路的意思，“追”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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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意思，“藍追”是基、道、果悉皆合和之意，它們並非

分開的。如果它們是分開的，那就意味著它們並非能被成就的

恰當教法。它們必須是和合的，它們一定是相聯結的。他花了

多年時間從咕嚕那裏完整地獲授了道果法。圓滿後，咕嚕給他

這個忠告：“十八年之內，你不可將此教法給予任何人，甚至

連教法的名字都不要提起。十八年後，你可以教授他人，或通

過文字記錄下來。你可以對它做任何事，因你是此教法的擁有

者。”在此之前，道果法僅是口傳教言，沒有文字。因此，薩

千在踐行中度過了十八年。但是，有一次，他生病了且不得不

服用極烈性的藥。這個烈性藥導致他忘失了許多道果教法。他

覺得非常悲傷和絕望，因為他的咕嚕已不在世，也沒有其他法

嗣可以一起討論這個問題。前往印度是困難的。此外，此教法

被保密著，以致即使前往印度，也不容易尋找到。

薩千猛厲地向咕嚕祈禱，然後教法被復原了——他開始回

憶起了教法。他一再地祈禱，他的咕嚕現身了，仿佛是親身傳

授他這些教法。以此方式，他成功回憶出此教法的大部分。他

繼續祈禱，直到有一天，大成就者畢瓦巴現身了。大成就者畢

瓦巴曾是那爛陀寺的住持，後來成為一名大成就者。他是道果

法的最初咕嚕。道果法傳承有五位印度咕嚕，大成就者畢瓦巴

是道果法的第一位傳承咕嚕。道果法的最初五位傳承咕嚕是五

位印度咕嚕，之後的是幾位藏地譯師。畢瓦巴在薩迦現身。他

朝著灰地傾身，整個山谷都被他的身體覆蓋。畢瓦巴宣佈：“這

片土地屬於我！”這是第三個殊勝功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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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薩迦的第一個殊勝功德是蓮花生大士的加持，第

二個殊勝功德是阿底峽賜予的授記，第三個殊勝功德是大成就

者畢瓦巴親自現身加持該地，並說此地屬於他。如此，薩迦有

三個殊勝功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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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大譯師

“薩迦巴”是指四位大譯師傳承的持有者。佛教從印度來

到藏地，因此教法必須通過譯師而傳。來自譯師的教法被認為

是非常純淨和真實的。有四位大譯師。

第一位譯師是巴日·羅匝瓦（巴日·譯師）。“羅匝瓦”是

譯師的意思，“巴日”是他的族姓。他的本名叫仁千·紮巴（珍

寶·名聞）。他從藏地經由尼泊爾到了印度，並在那裏停留多年，

在印度大師的指導下學習。他獲授了許多教法，並把它們集結

成一本書，名為《儀軌匯集》。他將許多教法帶回藏地。喇嘛

薩迦巴·貢嘎寧波的導師之一就是巴利·羅匝瓦。

第二位譯師是卓彌·羅匝瓦（牧人·譯師）。如前所述，昆·貢

秋嘉波，即薩迦派的創始人、薩千·貢嘎寧波的父親，向卓彌譯

師求法，但卓彌不會一次教授超過一人。卓彌·羅匝瓦的本名是

釋迦·益西，他是獲授道果法的第一位藏地喇嘛。他賜予了昆·貢

秋嘉波許多教法，特別是喜金剛續，但不是道果教法。卓彌譯

師不向同一人授予兩種不同類的教法。道果教法是竅訣指引，

他將竅訣指引傳授給最好的弟子們。薩千·貢嘎寧波從卓彌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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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子香通·秋巴處獲授了道果教法。以此方式，道果法是薩迦

巴的主要教法。道果法是道和果，它具備一切：經乘道，即前

行部分；密乘道，即正行部分。它是始自皈依直至成佛的完整

教法，它教導人如何成佛。這是第二位羅匝瓦。

第三位譯師是枚·羅匝瓦（枚·譯師），不是馬爾巴譯師。    

枚譯師的名字是羅卓·紮巴（智慧·名聞）。他給予了喇嘛薩迦   

巴薩千·貢嘎寧波無量的教法，諸如瑪哈嘎拉和勝樂金剛的本尊

儀軌。

第四位譯師是羅匝瓦·仁欽桑波（譯師·珍寶賢）——新譯時

期最重要的譯師。喇嘛薩迦巴從他那裏獲授了很多很多教法。

這樣，薩迦教法主要來自於這四位譯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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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五祖

薩迦寺最早是由昆·貢秋嘉波於 1073 年建立。如前所述，他

的兒子薩千·貢嘎寧波是眾所周知的薩迦初祖，薩千直接從文殊

師利那裏獲授了《遠離四執》的教言，並在一個月內，從大成

就者畢瓦巴那裏，獲授了道果法以及許多其他教法。喇嘛薩迦

巴有四個兒子，長子貢嘎巴（眾喜）前往印度學習，並在那裏

去世。次子索南·澤摩（功德·最高）大師，稱為“薩迦二祖”，

是一位大學者，其威名甚至遠揚恒河。索南·澤摩寫了很多關於

經乘、密咒乘和儀軌的著作。第三子名叫傑尊·紮巴堅贊（至          

尊·名聞勝幢），即薩迦三祖，他是一位特別優秀的大師，尤其

在道果法方面。對於道果教法，他是最重要的，這是因為：作

為竅訣的道果法，有許多隱藏的文字，也因此需要許多詳細的

解釋，而傑尊·紮巴堅贊擅長解釋這些教法，同時也是所有這些

秘密教法的真正擁有者。

第四子是帕欽沃波（祥瑞之光）。帕欽沃波的兒子是薩迦

四祖——薩迦·班智達（薩迦·學者）。薩迦·班智達大名鼎鼎，是

獲得全部班智達頭銜的第一位藏人。他還寫了許多論著和釋論，

尤其在佛法邏輯學（另譯：因明學）方面。有很多從梵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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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藏文的印度書籍，但是，在其他藏地大師編寫的所有著作中，

只有薩迦·班智達的著作，尤其是因明學的著作，被返譯回梵文。

這是因為薩迦·班智達的著作相當完整且可靠。

薩迦·班智達的弟弟桑嚓·索南堅贊（福德勝幢）有兩個兒         

子：薩迦五祖卓袞·究吉·八思巴（眾生怙主·法聖者學者）和卓           

袞·恰拿多吉（眾生怙主·金剛手）。

在蒙古帝國期間，薩迦·班智達和究吉·八思巴受蒙古皇帝之

邀前往中原。那是金剛乘法教首次傳播到中原和蒙古地區。薩

迦·班智達和侄子卓袞·究吉·八思巴二人，最終都成了蒙古皇帝

的國師。究吉·八思巴還成了藏地統治者，因為皇帝將所有三個

省都作為供養，獻給了究吉·八思巴。就這樣，他成了藏地的第

一個喇嘛王。

此外，卓袞·究吉·八思巴還是蒙古文字的創造者。

這五位大師就是廣為人知的薩迦五祖：薩千·貢嘎寧波、索  

南·澤摩、傑尊·紮巴堅贊、薩迦·班智達和究吉·八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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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位薩迦大學者和大師

薩迦派有許多許多大學者，其中有九位特別偉大。有三位

大學者非常精通經乘道的闡釋。

第一位大學者是雅頓·桑傑貝（佛吉祥），他被認為是未來

佛彌勒怙主的化身。他寫了一些關於彌勒教法的釋論。

第二位大學者是榮敦·協洽昆日（“榮”地的導師知識全        

知）。他是另一位傑出的學者，還寫了很多著作。據說，無論

他什麼時候給予教法，都會香氣彌漫、花雨繽紛從天而降、彩

虹顯現。

第三位大學者是仁達瓦·旬努洛追（地名·青年慧）。他精通

中觀哲學，即中道學派。他寫了許多關於中觀的著作。仁達瓦·旬

努洛追也是格魯派的創始者宗喀巴大師的主要老師。宗喀巴大

師在仁達瓦座下學習多年。

有三位尤為精通密咒乘的大師。

薩迦派有三個支派：俄巴、察巴、宗巴。第一位大師是俄     

千·貢嘎桑波（薩迦俄支派大堪布·眾喜善），薩迦支派俄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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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者。俄千是一位真正的大師。佛陀在許多佛經中清楚地提

及他的名字，授記在某個時候，一位名叫貢嘎桑波的比丘將傳

播佛法，並將極好地守持戒條。

第二個密咒乘大師是察千·洛瑟嘉措（察派大法主·明慧大    

海），察巴支派的創始人。察千也是一位大師，他自小就有極

好的特長和專長。他傳授了無量教法，還寫了許多論釋，尤其

是關於薩迦派和所有其他教派的最不共教法。他是這些教法的

擁有者。

第三位大師是宗巴支派的創始人多吉登巴·貢噶南傑（金剛

者·眾喜尊勝）。他也是一位非常偉大的學者。

另有三位對經乘和密咒乘二者都精通的大師。

第一位大師名叫果然巴·索南森格（學位名·福德獅）。他   

是一位非常偉大的學者，也寫了很多著作。今天，我們學院裏

的大多數哲學研究都用他的文本。在對經乘和密咒乘教法給予

詳細闡釋方面，他是出色的。

另一位大師是釋迦喬典（釋迦具勝）。他是一位非常偉大

的大師，也寫了很多著作。他有極銳利的心智，能以詳盡的方

式給予最真實、最深廣的教授。

第三位是達桑·羅匝瓦（地名·譯師）。他不僅是一位大學者，

還是一位大譯師，他將許多重要法本譯成藏語，並寫了許多重

要的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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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許多偉大的大師和學者，無有間斷的薩迦法教傳承

被流傳至今。其他教派誠實而坦率的大師們都稱讚薩迦巴。比       

如，第五世嘉瓦仁波切曾寫道：“藏地擁有眾多如日月般的偉

大學者，但能將經、續及所有相關學問完整闡釋的，是那些諸

如薩迦·班智達一樣生在昆氏家族的人。很多大學者能闡釋部分

教法，一些則能闡釋經乘、密咒乘或相關學問，但沒人能將所

有這些一併闡釋完美和完整，除了像薩迦·班智達一樣的那些誕

生在昆氏家族之人。”

這是關於薩迦傳承的極簡要解釋。但我覺得今日存在的所

有傳承都沒有差別：首先在它們關於菩提心的動機上，其次在

它們經咒結合的主要踐行上，最後在它們的成就，即終極證悟，

皆是沒有分別的，都是一樣的，傳承是唯一的差別——只不過

它們最初的咕嚕來自印度，教法如何被傳給不同的譯師，接著

教法如何被翻譯，教法如何傳承下來等等，這些是唯一的區別。

由於這些差異，一些教派將更多的重視放在禪修和踐行上，一

些教派更倚重學習研究，還有一些教派則兩者都注重，諸如此   

類。除此之外，沒有差別，所有的都一樣，比如，所有的本尊

都是一樣的。所有的佛在智慧、悲心和力量方面都是一樣的，

但因我們自己不同的業緣，學修某些本尊會更快一些成就，而

學修某些本尊欲得成就則可能耗時較長。因為，如果你沒有業

緣和踐行，那麼就可能需要耗長時才能成就；但是，如果你跟

一位特定的本尊及踐行有緣，那你就可以快速成就。

故此，諸佛也示現不同形象：一些本尊是極寂靜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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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尊卻是極忿怒的；一些本尊示現與佛母雙運；一些極簡單，

比如，有一面二臂，一些本尊有多面多臂。但是，他們都是一

樣的。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個性、喜好和業緣，不同的形態是必

要的。所以，就有很多本尊。同樣的，不同的教派也是必要的。

薩迦派、寧瑪派、噶舉派、格魯派等等，對於某些人來說，這

個教派較合適；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另一個教派更合適。

有人或許會問：如果它們都是一樣的，那為什麼需要這麼

多呢？這是必要的，因為你趨近真相的方式不同，但最終的成

就卻是一樣的。當你有不同的方式，差異就產生了。有時候，

也會有辯論。它只是因為究竟實相是如此微妙又難以領悟，以

致必須用不同的方式，佐以不同的例證和邏輯推理來解釋。但是，

最終的結論和成就是完全相同的——皆為諸佛的事業。只是因

為我們自己的喜好，有了不同的教派和傳承。

在近代大師土根·洛桑確吉尼瑪（戶名·意賢法太陽）所著的    

《哲學體系的水晶鏡》中，他解釋了薩迦派的見解。他在這本

書裏清楚地指出，雖然藏地有許多不同的大小教派，大教派諸

如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和格魯派，有不同的術語及方式的

使用，但他們的最終結論和成就都是完全一樣的。有時也會有

辯論，因為究竟實相是如此難以領悟和理解，故它必須以不同

方式被呈現，而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辯論。最終成就是相

同的，因為每個教派不僅有理論方面的大師和大學者，還有證

量高深的大師。如果有什麼錯了，那這些大師就不可能是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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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既然每個教派都培養出了證量高深的大師，這就證明每

個教派都是真正、真實且可靠的，而且他們的最終成就都是相

同的。

但誠如我先前所說，我們因業而有的喜好使之不同。佛陀

自己並沒有說過“你們應該成為佛教徒”或“佛教是最棒的”。

佛陀是唯一這樣說的大師：“你們對我教法的接受，不應通過

信念，而應通過緣由。”他說：“你們必須用自己的智力，就

像你鑒定想要購買的黃金一樣的方式。要確認黃金是真的，你

就燒煉、截斷和打磨原料去證明它是真的。同樣，你應該鑒定

和分析我的教法，就如同買黃金一樣的方式。”[3] 我想，佛陀是

唯一以這樣方式講話的導師，沒有其他教主或導師曾如此說過。

佛陀不曾說，他會拯救你或保佑你。他說，你要自己堅定。

在佛教裏，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理性很

重要。你應該自己檢測和鑒定，隨即，一旦你確信它是真正、

真實且可靠的教法，只有那時你才選擇它為自己的信仰，並依

教奉行；但同時，你必須尊重所有其他教派和傳承，因為每個

教派和傳承都在試著幫助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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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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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果

主要且最重要的薩迦教法是道果法。

道果法通過四種真實來傳授：

真正、真實且可靠的上師；

真正、真實且可靠的佛言或法語；

真正、真實且可靠的釋論和教言；

真正、真實且可靠的覺受體驗。

道果法通過這四者被傳授，儘管它如何而來、它如何被翻

譯、你如何踐行……或許不同，但關於你如何從導師處獲授教法，

然後如何在你的學習（聞）、審思（思）和禪修（修）方面花

時間，此等主要口訣是一樣的。通過禪修，你獲得特別的體驗。

當你獲得了特別的體驗，你就確信你的導師是真實的。因為，

如果導師不是真實的，你就不可能有如此美妙的體驗。屆時你

證實了你的導師是真實的。他或她賜予的教法也是真實的，因

為釋論是大成就者畢瓦巴和古代大師們所賜予的，所以，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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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它是實的——那也是基於佛言，因此也是真實的。

所以，首先，通過親身獲得真實的體驗，你就能證實你的

咕嚕、教法、佛言都是真實的。以此方式，就確立了四種真實。

不管你選擇何種宗教信仰，你都要自己抉擇，然後自己踐行。

一旦開始踐行，你就不應該朝三暮四。你必須堅持下去，直到

證悟，直到獲得體驗。隨著體驗的累積，那你就會獲得越來越

多的願望和啟發來繼續踐行。

如此，我試圖介紹了薩迦派的簡要歷史及其教法，就此圓滿。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我將樂於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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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解答

問：在有著眾多人口的紐約市，在一般情況下，我總是覺

得，我在培養對自己的耐心、對別人的耐心方面需要一些幫助。

就是和人們在一起情形下，當場我就會在那裏感到害怕、迷茫，

有時會有來自人們的仇恨，有時我無法在語言和行為上有全然

的悲心。我想知道您對此的忠告。

答：是的，當然了。在如紐約市這樣的大都市，培養耐心

和悲心是不容易的。萬事開頭難，但是，只要嘗試一次，然後再做，

一切都會變得更容易。一方面，我們覺得要對這麼多人如此做

是困難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人們”，那我們又怎麼踐

行耐心和悲心呢？主要的事是，你要記住假設你沉溺於不忍耐、

憤怒、妒忌等等所將面臨的後果，以及假如你踐行慈悲心、寬

容等等會得到什麼利益。再再地憶念這些利益和後果，無疑將

提高你的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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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蓮花生大士的佛母益西措嘉（智慧海王），是我在閱

讀藏傳佛教中認識的第一個人。她非常堅定地以女性的身份踐

行。那太棒了。那引發我要知道，也要對一切都提問題。我想

知道薩迦歷史上的女性世界。比如，我已有幸從您的姐姐那裏

獲授教法。如果可以的話，請您說一下薩迦傳承裏的女性角色。

答：實際上，佛陀已給予了平等的權利——男女、貴賤……

都無差別。每一位都是人類眾生，每個人都有權踐行。比如，

佛陀制定了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即佛教僧尼的具足戒。同樣，

菩薩乘和密咒乘也沒有區別。但是，由於環境，即文化和國家

傳統二者，男性踐行者多過女性踐行者。但實際上，如我之前

說過的，第一位接受完整道果教法的藏地大師是卓彌譯師。他

有七位最重要的弟子，而其中四位是女性。她們原來都是非常

普通的女性，不是比丘尼，也不是踐行者，但卓彌通過智慧，

洞悉這些人有機會成熟她們的業力。這些是完全證悟的瑜伽母。

在傳承裏，有很多瑜伽母。近期的一位是我自己的姑祖母，她

的名字叫白瑪程列（蓮花事業）。她生於 1874 年，於 1947 年

去世。她是一位非常偉大的導師，有過很多高階的淨相。我隱

約記得她的葬禮，就像一場夢，但是我不記得生活中的她。每

個人都尊她為偉大的導師。我們正在努力匯編一些最重要的女

性修行者傳記，以便人們瞭解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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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我想知道，對於發願要教授佛法的人，您是否有一些

忠告？

答：佛陀本人描述了諸如戒師、經師、咒師等屬於導師的

很多品質。就像我們有不同的教師，比如幼稚園教師、小學教

師和大學教師。幼稚園老師和大學教師是不同的。同樣，佛法

裏你有不同程度教學的老師。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有不同的品質。

但大致說，三種品質是絕對必要的：智慧，為了教授得完整，

他必須知道要教什麼；他有良好的紀律和道德行為；他必須有

悲心和能力去攝受弟子。

***

問：您說過，藏傳佛教四個教派的區別，是基於是否強調

學習或踐行。那麼，薩迦派注重什麼呢？

答：薩迦派強調學習和禪修二者，因為首先你必須學習，

沒有學習就無法禪修。學習的目的是禪修。所以，薩迦派強調

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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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根據您的經驗，是否有在人死後會繼續的“神識”？

答：首先，你有身體和神識。身體是你可以看見和測量的

東西，你可以描述其形狀、尺寸、顏色等等。但是，心或神識

不是你能用眼睛看到或用手摸到的東西。雖然這個身體終將會

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處理，但神識不能被火化或處理，它會

繼續。我們死的時候，神識會在身體裏逗留一段時間。如果你

是一位踐行者，通過大種 [4] 的分解，每個人都會經驗到淨光的

刹那顯現；但是缺乏踐行的人就不能認出淨光，反而陷入昏迷。

踐行者對禪修有一些瞭解，並能在那時認知且保持在禪修中。

所以，當神識離開身體的時候，身體腐壞了，而神識則前往世

界或宇宙的任何地方——或經歷中陰，或投生於善道、惡道。

注釋：

[4] 大種是指構成色法之地、水、火、風四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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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我聽到仁波切演講的時候

說，道果法是由香通·秋巴傳授給薩千·貢嘎寧波。導師告訴弟                  

子，十八年內不能分享此教法。我想知道那背後的原因。

答：因為它是如此珍貴的教法。教法之機須在適當的時間

成熟。佛陀自己在成佛之後，也並沒有立刻傳法。他說：“我

已得甘露妙法，但我不會向任何人透露，因為沒有人能領悟（另

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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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梵天主供養了黃金千輻法輪，然後佛陀

才轉法輪。同樣，道果法如此珍貴，必須在機緣成熟的適當時候，

被給予能領悟它的適當人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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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我的妻子照顧我所有療愈上的和心理上的問題……涵

蓋我所有的需求，事無巨細、面面俱到。但是，我是那種喜歡

有自己空間的人，我想要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去做自己的事情。

她很棒，但我沒有她就幾乎無法到處走動，因為我是被密切照

料的。我想知道您能給予我們的忠告。

答：你們兩位我都記得很清楚。我很高興在這裏再次見到

你們。它全都取決於我們所說的“緣起互依”。一切都是相互

依存的。我們生於依存，住於依存，也終於依存。我們擁有的

每個生活經歷，都不得不通過“因”和“緣”的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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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當您談到通過踐行形成自己對佛法的體驗和連結的重

要性時，我想知道，當我對自己的佛法踐行有懷疑，是否會有

一些解決方法？當疑心成為障礙，我可以怎麼行動呢？

答：是的，懷疑是一個大障礙。所以，當你首次遇到導師

時，你不應該直接從他或她那兒接受教法——你必須審察他們。

在過去，有特別的文本提及咕嚕審察潛在弟子的原則，以及弟

子如何審察可能成為咕嚕的人。在小心審察後，接著你便可以

開始獲得教授。一旦你建立了師徒的連結，一位合適的具格咕

嚕就可以給予你教法。最初，你當然無法產生任何成果，因為

從無始以來至今，我們都被束縛於輪回中，我們有那麼多的缺點，

我們有那麼多的負面情緒……這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你嘗試，

無疑地，你將會進步；隨著你進步，你的懷疑也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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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比如，我們經常會看到本尊一般被描繪在唐卡中一個

非常特定的位置上，也有特定的姿勢。那當自身生起本尊時，

我們是否應完全按該唐卡的姿態照做，能否做出一些變動，還

是要固定在那個位置及姿勢上？

答：諸本尊的姿勢有不同的含義，但你不一定在身姿上完

全像那樣固定擺弄自己。心才是最重要的。在心裏，你把自己

觀想成這位特殊姿態的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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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薩迦派概述

問：在西方，在理解並運用佛法方面，以及在現實中與世

界聯結方面，我們是否有不同類型的障礙？您是否看到了西方

人有特別的、不同於亞洲人所遇到的障礙？

答：沒有，我不這麼認為。畢竟，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

都是人類眾生。我們的需求和障礙都是一樣的。但是，一件事

情可能有區別，因為佛教在東方建立得極好，特別在藏地和喜

馬拉雅地區，雖然那裏的人們可能沒有很多知識，但他們對因

果、業緣等等有很強的信念。至於西方，佛教是相當新鮮的事物，

尚未普及，所以你們沒有這種基礎，但是你們有更多某種意義

上的智慧，即：所有人都學習，有更多的知識，你們擁有更多

的邏輯推理，而非信念。你們需要通過邏輯推理，來確信踐行。

***

問：您也會生氣嗎？如果會，您如何處理？

答：當然，我也是人，和其他的每一位都一樣。我沒聲稱

我比別人優越。每當我生氣時，我都會努力憶念將要面臨的後果。

沉溺於憤怒（另譯：嗔恨），我們將會面臨非常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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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 • 赤千法王被尊為藏傳佛教薩迦傳承的第四十一任法主。法
王生於 1945 年，來自尊貴的昆氏家族。這一家族的祖先可追溯
到西藏歷史的早期。該家族在十一世紀時創立了薩迦派。年輕
時，法王從眾多卓越的大師和學者處接受了高強度的佛法訓練，
包括了佛教哲學、禪定修習和修法儀軌等。

普遍地，法王被認為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他是許多新生代
佛法上師和行者的精神導師，並在東西方國家皆傳授了薩迦派
的核心教授——道果法。法王示現出了甚深的智慧與慈悲，他
不辭辛勞地工作著，建立了（大量的）寺院、尼眾院和教育機構，
並將佛陀教法帶給了世界各地的無數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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