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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缘起大乘经》讲记 

第一堂 

 

讲者介绍

堪布确英多杰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藏传佛教学者，他擅长以让人耳目一新

又生动的方式来解说佛法。 

他是已故的堪千贡噶旺秋仁波切（Khen Rinpoche Kunga Wangchuk）和宗

萨蒋扬钦哲仁波切（H.E Dzongsar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非常虔诚的弟

子。他在 1992 年进入宗萨佛学院，并于 2002 年获得堪布头衔，并于 2004

年获得相当于佛教博士学位的堪布学位。此后，他继续在宗萨佛学院任教。

堪布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担任佛学院的副校长。2013 年钦哲仁波切任命

他担任至佛学院校长，直至 2016 年。此外，2010 他被任命为萨迦法王子无

变金刚仁波切的老师。 

2011 年，钦哲仁波切请堪布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担任访问学者。之

后钦哲仁波切就继续派堪布至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北美

和墨西哥等国教授佛法及带领实修课程。他丰富的学养及对佛法的深刻体悟

让参加过堪布课程的学生都感到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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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记内容 

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依， 

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 

愿一切有情具乐及乐因， 

愿一切有情离苦及苦因， 

愿一切有情不离无苦之妙乐， 

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常住大平等舍！ 

 

归依发心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这次《圣缘起大乘经》的讲经课堂。因为这次来听法的都是

大乘修行人，所以在这次讲经工作坊开始之前，请大家先发菩提心。如果只是为了学

习知识来听法，那也没有关系；如果是大乘的修行人，请在听法前，先发菩提心。为

了等虚空一切众生趋于圆满的佛果位，我们来听闻《圣缘起大乘经》，思惟《圣缘起

大乘经》，并对思惟的法义进行修习和禅修。 

法之深浅取于所化 

法是否甚深，取决于法所化对境的心续——法是否真正利益他、是否帮助他能够

领会万法的实相，应该用这标准来判断一个法是否甚深。世尊宣说了八万四千法蕴，

是由法门针对所化众生的性格、特点确认是否合适、可否帮助他证悟法的实相。用这

标准来决定法是不是甚深，而不是法门的名字好不好听，或者经、论篇幅是否广大。

我们这周讲解的两部经典（《圣缘起大乘经》与《圣说四法大乘经》）都非常短。 

世尊善巧尊者除垢 

十六罗汉里，有一位周利般特尊者。尊者开始学法时，根器非常钝，透过学习并

记住了一个音节「嗡（om）」之后，再学第二个音节「（bom）」，就忘了前面的

「嗡（om）」。那时，佛陀给周利般特尊者一个偈颂去忆持。在一个月里，尊者不断

地重复那个偈颂，以致于尊者旁边的牛都已经记住了，尊者还是没有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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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非常擅长说法，便对周利般特尊者说：「你不用记这些偈颂了。那你要做什

么呢？你为僧众打扫经堂。打扫的时候，你心中忆念：『扫尘除垢、扫尘除垢』，这

样不断地忆念就可以了。」 

周利般特尊者对世尊非常有信心，不论世尊说什么，周利般特尊者都会按照世尊

所说的去实行。尊者按照世尊的嘱咐，一边思惟「扫尘除垢」，一边为僧众打扫经

堂。做着做着，他突然领悟，这里所说的『尘』，并不仅是地上的尘土，也是我们心

中的烦恼；『垢』不仅指地上的污垢，也是我们心中的两种垢障（烦恼障和所知

障）。领悟这点之后，周利般特尊者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从这个故事可以得知，一个

法是否甚深，取决于它是否能利益所化众生。 

具信而悟证罗汉果 

再说另外一个小故事。以前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人要出家。因为他年纪很大才出

家，所以对法不是很了解。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位老妇人，对于僧众非常有信心，常

常大量供养僧众。 

有一天，老妇人供养僧众一件非常好的法衣。她把法衣供养给这位年纪很大的出

家人后，对他说：「请您给我讲法。」老僧人心想：「我该说什么法才好呢？」老僧

人因为对法不理解，不清楚有什么法可对老妇人讲，所以心里非常不好受。老僧人坐

在法座上，并未对老妇人说法，而是自言自语地说：「无知真是苦啊！」。 

在老妇人听来，老僧人说的「无知真是苦啊！」是非常甚深的法，是在讲述无

明，也就是集谛，依于集谛就会产生苦。老妇人依于非常大的信心，理解这句话的含

义，证得阿罗汉果。对她来说，这句「无知真是苦啊！」就成了甚深的法。一般来

说，一个法是不是甚深，取决于所化众生。今天我们将要讲解的这部《圣缘起大乘

经》，不管是之前印度那烂陀寺的班智达们，还是后来雪域藏地的大师们，都认为这

部经典是一切佛法中，他们最珍爱的一部法。 

诸经万法缘起最胜 

龙树菩萨的《亲友书》（亦名《劝诫王颂》）里的偈颂「最胜言教藏，深妙缘起

门，如能正见此，便观无上尊」说明：佛陀说的那么多法当中，最最珍贵的法就是

「缘起」。简单来说，任何人只要见到「缘起」，他就成佛。 



 

4 

圣天菩萨造的《中观四百论.明断烦恼方便品第六》中「若见缘起理，愚痴则不

生，故此一切力，唯应说彼语」则说明：一个人理解了「缘起」的道理，轮回的根本

——无明也就断除了，也就解脱了。所以说，不论是说法也好，禅修也好，唯一该说

该修习的，就是「缘起」。因此，今天我们要学习《圣缘起大乘经》这部甚深的经

典。 

在《甘珠尔》里和「缘起」相关的就是这部《圣缘起大乘经》。与《圣缘起大乘

经》相关的经典有两部——《圣缘起心要》及《缘起陀罗尼仪轨》。今天要讲解的就

是《甘珠尔》里的《圣缘起大乘经》。 

说法缘起 

会安排这堂课，是因为堪布接到邀请，主要为「圆满法藏」译者们翻译而讲解这

部经典。此外，也为了让有意乐学习这部经典的法友，有机会一起学习，希望能利益

大家，所以安排讲解《圣缘起大乘经》。 

宣说次第 

我们讲一部经时，会分三个方面讲解，分别是：第一、经题。第二、经的主题、

主体。第三、和译师有关的部分。 

经题说明承许归类 

首先是「经题」。本经的梵文经题是Āryapratītyasamutpādanāmamahāyānasūtra，

藏文转写为'phags pa rtencing 'brel par 'byungbazhesbyabatheg pa chenpo'imdo，而汉译经题是

《圣缘起大乘经》。梵文经题中‘Ārya’的意思是「圣」，‘pratītyasamutpāda’是指

「缘起」，‘nāma’的意思是「叫作⋯⋯的/名为⋯⋯的」，‘mahāyānasūtra’则是「大

乘经」。 

「缘起的心要」并不仅限于大乘，以前由毘婆沙宗分出来，目前称为上座部，他

们所使用的巴利语中，也有〈缘起咒〉。这意味着从声闻乘到大乘，一直到密续的事

续，都承许这部经典。这也相当于从上座部到金刚乘，全都承许这部经典。 

在藏译经文里，它既属于经部，也属于续部。按照蒋扬钦哲旺波大师的说法，密

续分为「事续」、「行续」、「瑜伽续」、「无上瑜伽续」。在「事续」里也有跟它

一样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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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顶礼 

经中的「敬礼一切佛菩萨」是藏地的译师加上去的，原来梵文经文里没有这一

句。「敬礼一切佛菩萨」被称为译师的敬礼，是源于于藏王「赤松德赞」时代起，在

译作前都要加上译师的敬礼。这意味通过「语」、「意」，向所有的佛菩萨敬礼，以

净除障碍和积累资粮。这部经典有两位译师，在藏地的译师是「耶谢德」，或者翻译

成「智军」。在印度的译师是印度的堪布「苏任多罗菩提」（天主觉）。 

经文主体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三十三天般荼剑婆罗石1，与马胜比丘等诸大声

闻，圣弥勒、圣观自在、金刚手等菩萨摩诃萨俱。此诸菩萨，皆以无量功

德宝而为庄严。复与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那罗延天、大自在天等诸天、

天主帝释天、干闼婆王波遮旬俱。 

 

 

从「如是我闻：一时」开始，我们就进入这部经的正文。「如是我闻：一时」之

后的经文宣说了本经的五种圆满——什么时候说的法（说法的时间）、说法者、说法

地点、听法的眷属以及所说的法（或主题）。 

时间圆满 

「如是我闻：一时」表示说法的时间，「与马胜比丘等诸大声闻，圣弥勒、圣观

自在、金刚手等菩萨摩诃萨俱」是指集结佛语的人。 

世尊大概在四十二岁时说这部经。推测世尊是四十二岁时说这部经的原因如下：

首先，根据历史记载，世尊二十九岁出家，经过六年的苦行，三十五岁时成佛。世尊

成佛之后，每年都会结夏安居，每次结夏安居都有特定的地点。根据这部经典说法的

地点三十三天般荼剑婆罗石推测，这部经是世尊在四十二岁时结夏安居所说的法。其

次，根据考证结果，这部经典是第七次或第七年结夏安居的时候，世尊在三十三天般

 
                                                      

1 般荼剑婆罗石，原文写做 ཨར་མོ་ནིག་ལྟ་བུའི་རོ་ལེབ་，梵文做 pāṇḍukambalaśilātala，又译「白玉座」。般

荼剑婆罗（pāṇḍukambala），意为「白色的毛织品或毯子」，参见 Monier-Williams, M. (1899),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āṇḍukambala: a white woollen covering or blan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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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剑婆罗石所说的法。三十五加七等于四十二，由此可推测，世尊大概在四十二岁时

宣说这部经典。 

导师圆满 

第二是说法者。说法者是世尊，显示导师圆满，说法者圆满。 

场所圆满 

世尊在三十三天般荼剑婆罗石结夏安居，那就表示说法的地点在三十三天的般荼

剑婆罗石。三十三天般荼剑婆罗石并不在南瞻部洲而在须弥山顶。在三十三天有一棵

树，叫如意树，树根处有一块表面平坦，像座位一样的石头，就是般荼剑婆罗石。其

他经典也讲到这块石头，和其他石头不一样，它非常柔软，坐在上面非常舒适。这是

场所圆满。 

眷属圆满 

第四是听法的眷属。听闻这部法的眷属包括人、天人等。比如说，「与马胜比丘

等诸大声闻」这段经文说的是人。马胜比丘是当年世尊在瓦拉纳西说法的时候，当中

的五比丘之一，他在行为上是最超胜的。所谓大声闻是指阿罗汉。这里的大声闻、阿

罗汉都具有神通。因为这部经的说法地点在三十三天，没有神通的声闻没法到三十三

天听法，所以这句「与马胜比丘等诸大声闻」指的是具有神通的阿罗汉。 

「圣弥勒、圣观自在、金刚手等菩萨摩诃萨俱。此诸菩萨，皆以无量功德宝而为

庄严」里的菩萨摩诃萨，不仅指初地的菩萨而是住于净地至少八地的菩萨。圣弥勒、

圣观自在、圣金刚手都是住于十地的菩萨。住于十地的菩萨都有非常多功德，比如总

持、他心通等神通。「皆以无量功德宝而为庄严」中的「功德宝」，指的是这些菩萨

所具足的功德。 

「复与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那罗延天、大自在天等诸天、天主帝释天、干闼婆

王波遮旬俱。」是说听法眷属里，不仅有大声闻，还有菩萨摩诃萨、凡夫、娑婆世界

主大梵天、那罗延天、大自在天等这些天人、天主帝释天、干（ qián）闼婆王（或者读

成干（gān）闼婆王）波遮旬等等，他们都和世尊同在一处，都是听法眷属。这些眷属

里，最主要的是哪一位呢？最主要的是圣观自在菩萨。世尊会宣说这部经典，是因为

圣观自在菩萨向世尊祈请，所以圣观自在菩萨是最主要的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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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请法 

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从座而起，偏袒右肩2，右膝着于须弥山顶，向

世尊处，合掌作礼，白世尊言：「世尊！此等诸天欲请造塔3[之法]，故来

此会，彼等云何能生梵福4？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比于沙

门、梵志及余众生、诸天、魔、梵及余世间，云何增长多福？唯愿世尊，

为彼等说。」 

 

 

大家印象中的观自在菩萨，比如说在唐卡上看到身上穿戴着很多装饰的报身形

像，是在家人的形像。在这部经里，我们可以判断观自在菩萨这时显现的是出家相。

为什么呢？出家比丘有三法衣，其中一件法衣，可以坦露右肩。因此，由「偏袒右

肩」可推测，观自在菩萨在这个时候，现的是出家相。 

后面一句「右膝着于须弥山顶」比较不可思议。在南瞻部洲，我们只有「右膝着

于地」，不可能有「右膝着于须弥山顶」这样的说法。因为这部经说法的地点在三十

三天，从南瞻部洲的视角看上去，三十三天在须弥山顶。当时观自在菩萨是右膝着于

须弥山顶。须弥山有多大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南瞻部洲只有这么小的话，须弥

山就比它大很多。不管怎么说，「右膝着于须弥山顶」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向世尊

表示尊敬，观自在菩萨右膝着于须弥山顶，然后向世尊处合掌作礼，然后白世尊：

「世尊！此等诸天欲请造塔之法」，这些听法的眷属，包括声闻、菩萨摩诃萨和天

人，他们想要建造佛塔。 

观自在菩萨接着说：「故来此会，彼等」，这些想要造佛塔的天人，他们也在世

尊说法现场，在眷属会众中。他们为什么想要造塔呢？他们想要积累福德。 

观自在菩萨问世尊：「云何能生梵福？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比于

沙门、梵志及余众生、诸天、魔、梵及余世间，云何增长多福？」 

 
                                                      

2 偏袒右肩：原文写做 བླ་གོས་ཕྲག་པ་གཅིག་ཏུ་གཟར་ནས。古译亦有「偏袒一肩」的译法，见于《大般若波罗蜜

多经》、《大宝积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等经典。 

3 塔：原文写做 མཆོད་རེན，梵文做 caitya。玄奘译例「制多」或「灵庙」（《瑜伽师地论》、《俱舍

论》）。 

4 梵福：原文写做 ཚངས་པའི་བསོད་ནམས，梵文做 brahmāpuṇya，意为「梵天之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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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梵福的「梵」是指什么呢？是指色界里一种叫梵天的天人。所谓梵福，是

等同能够转生到梵天，有梵天天人的所依身这样的的福德；换句话说，是非常广大的

福德。这些天人想问世尊：相比较于天、魔、梵、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和其他的

众生，那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福德，如何能够比前两者增长更多？希

望世尊为这些天人说法。 

至此，我们已讲解了四个要点——说法的时间、说法者、说法地点、还有听法的

眷属。接下来我们讲解这部经最主要的部分——这部经所说的法。 

前面说到观自在菩萨就所观察，为了世间的福德能够大量增长的缘故而向世尊请

法。以下结合将〈缘起偈〉放入佛塔内的修行和仪轨，来宣说〈缘起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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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缘起宣讲次第 

尔时，世尊即说缘起偈： 

「曳 达磨 酰睹般薄婆 酰吨 低商 多陀伽都 希阿婆达 

低商 遮 瑜 尼卢达 医凡婆地 摩诃室罗摩拏5 

诸法从缘起，缘尽法亦灭， 

如来大沙门，常作如是说。6 

 

 

在梵文里，〈缘起偈〉有三十五个音节。〈缘起偈〉音译成藏文后，从「ཆོས་གང」

这句开始代表〈缘起咒〉的意义。刚才所说包含梵文三十五音节的〈缘起偈〉或〈缘

起咒〉，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所有佛经的总集，所有佛法的含义包含在〈缘起偈〉

里。 

我们今天会依本经对〈缘起心要咒〉的诠释做讲解。如果今天时间不够，还没讲

完的部分，会在下一次讲《圣说四法大乘经》的时候继续解说；下次的《圣说四法大

乘经》比较短，讲解的时间会比较充裕。〈缘起心要咒〉除了含义，还有很多相关的

修法、仪轨。今天会按次第尽力讲解。 

 
                                                      

5 ye dharmā hetuprabhavā hetuṃ teṣāṃ tathāgato hy avadat / 

teṣāṃ ca yo nirodha evaṃ vādī mahāśramaṇaḥ // 

此处佛经文体音译用字依据玄奘法师译着中的梵汉对音，参见施向东〈玄奘译着中的梵汉对

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1), pp. 27-48。 

6 此偈译法参考了多种古汉译，比如《四分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弥沙塞部

和酰五分律》、《佛本行集经》、《佛说初分说经》、《佛说造塔功德经》、《浴佛功德经》、《大智

度论》等 。首先，「诸法从缘起，缘尽法亦灭」虽未明显见于藏梵文字面，但这种解读见于多

种古汉译，比如《四分律》卷三十三：「汝欲知之，如来说因缘生法，亦说因缘灭法。若法所

因生，如来说是因。若法所因灭，大沙门亦说此义。此是我师说。」（CBETA, T22, no. 1428） 

即凡是那些依凭某些令其生起的相应条件的「生起」而「生起」，并依凭那些令其生起的相应

条件的「灭尽」而「灭尽」的现象，如来大沙门就如此宣说了其「生起」与「坏灭」。另外，

古汉译中「因」、「缘」二字常可互用，比如《中论》的〈观因缘品〉，标题是「因缘」两字，

但内文其实包含讨论了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就是以「缘」一字可以收摄「因缘」

之一例。因为考虑到以上所说的这些原因，故此偈遵古而译，特此说明。又，此偈若按梵藏

文字面译出，则为：「凡因所生法，如来说彼因，亦说彼之灭；是大沙门说。」（凡是从因缘所

生的法，如来宣说了那些法的因缘和它们的坏灭；大沙门也如此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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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心要咒〉从梵语翻译成藏语时，由于译师的译法略有不同，一共有八种译

法。它们主要的含义是一样的，只是遣词用句不同，所以藏语里有八种不同的版本。 

梵语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在词句里，将非常多的含义浓缩起来。接下来讲的这个

咒，我们可以先从与声闻乘共通的部分，以「四圣谛」的角度讲解。此外，〈缘起

咒〉也可以从「道次第」角度、以「十二缘起」流转和还灭等角度来讲解。如果以大

乘不共的角度来讲解，可从空性的见地或者大乘究竟的见地等角度诠解。 

今天我们会讲解的次序如下。首先，结合声闻乘「四谛」的角度来讲解，然后结

合独觉乘或者说缘觉乘「十二缘起」流转和还灭的角度来讲解，最后会从大乘不共空

性究竟见地的角度来讲解〈缘起咒〉。 

四谛说缘起 

首先，我们从「四圣谛」的角度来讲解〈缘起偈〉。第一句「凡因所生法」里的

「法」、因所生的法是指「苦谛」；「因」指的是「集谛」；「彼之灭」的「灭」包

括「灭谛」和「道谛」。「凡因所生法」的「法」是「苦谛」。什么是「苦谛」呢？

「苦谛」是缘有漏的五蕴而产生的「苦苦」、「坏苦」和「行苦」。「因」是「集

谛」，将本来没有「我」的事物，安立「我」的执着，是一种「业」的杂染。由于

「业」和「烦恼」，就产生了「苦」。「凡因所生法」、法的「因」、「彼之灭」，

是由谁所说的呢？是如来所宣说的。 

这里所说的「凡因所生法，如来说彼因，如是彼之灭」中，「所生法」的

「法」，指的就是「苦谛」；生出这个「法」的「因」是「集谛」；「因」的坏灭则

是指「灭谛」。当「苦」以及「苦」的「因」都坏灭，就是所谓的「灭谛」或者「寂

静」、「解脱」、「涅盘」……虽然有很多名字，但都是「灭谛」；能够断除「集

谛」的是「道谛」，也就是「道」。「如是彼之灭」直接宣说了「灭谛」，包括「灭

谛」的「因」——「道谛」。「苦谛」和「集谛」的坏灭，以及能够使坏灭发生的因

——「道谛」。 

「凡因所生法」中，它们的「因」和「灭」，这两者是由谁宣说的呢？是如来说

的，也是大沙门说的。这里的「大沙门」，其实是佛的一个名号，就是后半偈颂「如

是彼之灭，亦大沙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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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这个偈颂的前一行（「凡因所生法，如来说彼因」），宣说的是「苦

谛」和「集谛」，分别是轮回的果和因；第二行（「如是彼之灭」）宣说「灭谛」和

「道谛」，也是解脱的果和因。 

以上是从结合「四谛」的角度来讲解〈缘起咒〉。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只

有四个，也就是轮回的因和果——「集谛」和「苦谛」；如果这两种坏灭就是「灭

谛」，能够使「灭谛」发生的因就是「道谛」。 

（屏幕上的汉语偈颂，因为是依据梵文翻译，所以和藏文的顺序会略有不同。堪

布所讲解的，是依照藏文的语序。） 

十二缘起 

接下来结合「十二缘起支」来讲解〈缘起咒〉。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图表。 

 

1 avidyā མ་རགི་པ། 无明 Ignorance 

2 saṁskāra འདུ་བདེ། 行 Formation 

3 vijñāna རྣམ་པར་ཤསེ་པ། 识 Consciousness 

4 nāmarūpa མངི་གཟུགས། 名色 Name & Form 

5 ṣaḍāyatana ས་ེམཆདེ་དྲུག 六入 Six sense sources 

6 sparśa རགེ་པ། 触 Contact 

7 vedanā ཚརོ་བ། 受 Feeling 

8 tṛṣṇā སདེ་པ། 爱 Craving 

9 upādāna ལནེ་པ། 取 Grasping 

10 bhava སདི་པ། 有 Becoming 

11 jāti ས་ེབ། 生 Birth 

12 jarāmaraṇa རྒ་ཤ ི 老死 Aging & Death 

 

我们所说的轮回，它的因、果是通过「十二缘起支」的方式，不断地流转。「十

二缘起支」的第一支是什么呢？第一支是「无明」，也就是不了知万法实相的心。比

如说，对于没有「我」的事物，安立「我」的执着；或对于并非「实有」的法，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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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有」的这样一种心。「无明」分为不了知「真如」的「无明」和不了知业因果

的「无明」。不了知业因果的「无明」，就像是不了解造善业就有乐因，造作不善业

就有苦因；不了解这样的因果关系，就是不了解业因果的「无明」。 

第二支是「行」。「行」也可以理解为「业」。「行」或者「业」，一般分为三

种——「善业」、「不善业」和「不动业」。「善业」的果是生到人、天善道；「不

善业」的果是生到三恶道；「不动业」的果则是生到上两界，也就是「色界」、「无

色界」。 

第三支是「识」。这里的「识」特指正要进入母胎的那个心识。 

第四支是「名色」，指的是从第一刹那心识进入母胎，一直到比如说我们的眼

根、耳根等等成形之前，那段时间所存在状态，就称为「名色」。 

第五支是「六入」，指的是比如眼根、耳根等这些根成形之后，一直到眼根能够

真正看到「色」之前的这段时间，就称为「六入」。 

第六支是「触」。触本身的含义是指外境、根、还有根识这三者的接触。这里是

指能够确定所执的外境，比如说这是男、这是女、这是房子等等这些能执著者，就是

「触」的含义。「触」对于五根门来说都是有所对应的，比如说，眼接触「色」的这

个「触」，耳接触「声」的这个「触」等。 

第七支是「受」。「受」分为「乐受」、「苦受」、「舍受」三种。简单地说，

「乐受」是看到愉悦的对境，产生喜欢的感受；「苦受」是看到不悦意的对境，产生

不喜欢的感受；「舍受」则是没有喜欢的感受，也没有不悦意的感受，平等的、不苦

不乐的感受。 

第八支是「爱」。第七支「受」的「乐受」、「苦受」、「舍受」中都有

「爱」。于乐受，一再想要得到的贪着，是乐受中的「爱」；于苦受，不想要这样的

感受的这种心态，是苦受的「爱」；想要继续保持在这种状态里，就是相应于「舍

受」的「爱」。 

第九支是「取」。「取」指的是对于产生某一种受的「因」所起的一种贪着。比

方说，吃了好吃的食物会有非常愉悦好吃的味觉感受，贪着对于产生这个感受的食

物，就是「取」；又比如说，很好的衣服穿了会有很好的「触」的感受，贪着产生很

好的「触」感受的「因」——衣服，就是「取」。简单地说，「爱」和「取」都是贪

着。它们的分别在于「爱」是贪着「受」本身，「取」是贪着产生「受」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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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支是「有」。「有」是依于「爱」和「取」而开始造业。 

第十一支是「生」。「生」指的是再再投生，产生五蕴，不管是胎生、化生、湿

生、卵生，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五蕴的一种「生」。 

第十二支是「老死」。从「无明」一直到「老死」，就是「十二缘起支」。 

如果以最大范围的方式划分「十二缘起支」，可以分「因」和「果」两组。比如

说，「无明」、「爱」和「取」属于烦恼，「行」和「有」属于业，这五个可以归到

「因」这一组。除了以上五个，其他七个「识」、「名色」、「六入」、「触」、

「受」、「生」和「老死」属于「果」。 

以十二缘起诠解〈缘起偈〉 

了解了十二缘起和分类之后，就比较容易理解《圣缘起大乘经》。首先，偈颂里

「凡因所生法」的「法」，指的就是「十二缘起支」图表里的黄色标出的七支

（「识」、「名色」、「六入」、「触」、「受」、「生」、「老死」），属于由

「烦恼」和「业」产生的「果」。 

「凡因所生法，如来说彼因」的「因」，是「十二缘起支」图表中蓝色和紫色所

标出的其他五支——「无明」、「行」、「爱」、「取」、「有」。依于这五支、这

五个「因」，就会产生出七个「果」。「凡因所生法」的「法」，指的是「十二缘起

支」里面的烦恼杂染，也就是以上图表中以蓝色标出的部分——「无明」、「爱」、

「取」。 

以上以十二缘起的角度讲解〈缘起偈〉，是依于龙树菩萨所造的《圣法界心髓批

注》作解说。《圣法界心髓批注》中，除了有以上所讲解的，还有〈缘起偈〉第二行

「如是彼之灭」的诠释。「彼」是指十二缘起支的七个「果」和五个「因」。《圣法

界心髓批注》对「因」、「果」坏灭的诠释，与以上所讲一致。 

十二缘起的修持——流转式和还灭式 

从「凡因所生法」到「如是彼之灭」，包括「彼因」和「彼灭」，是从流转的角

度来讲解「十二缘起支」。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无明」灭的话，「行」也会灭；

如果「行」灭了，「识」也会灭；「识」灭了，「名色」也会灭等等，因为是顺着

「十二缘起支」的次序讲解，所以是流转的角度。 



 

14 

流转式禅修 

一般讲到修习「十二缘起支」，会因不同的修持次第而有不同的修持方式。比如

说，有流转的禅修方式，还有还灭的禅修方式。无论以流转或还灭的方式修习「十二

缘起支」，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十二缘起支」。了解「十二缘起支」后进行修

持，比如以流转的方式来修习「十二缘起支」，修持就会变得很容易。比方说，我们

做呼吸禅修的时候，心里会知道，现在气呼出去，然后停一会儿，过后再吸气进来等

等，心里这样思惟，就会知道呼吸禅修的步骤。如果能够了知这样的修习次序，就意

味自己了解「止」禅修。「十二缘起支」的修习，无论用流转或还灭的方式，属于

「观」禅修。 

大家无需因为不知道如何修习「十二缘起支」而担心，堪布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修「十二缘起支」。 

以流转的方式修习「十二缘起支」是很容易的。只要在心里清楚，依于「无明」

会产生「行」，依于「行」会产生「识」，依于「识」会产生「名色」等等，一直到

最后的「老死」，这样的思惟是以流转方式修习「十二缘起支」的「观」禅修。 

在心里思惟依于「无明」会产生「行」，依于「行」会产生「识」等等， 

和真正含义上的因果，比如说「无明」是「行」的「因」，「行」是「无明」的

「果」……实际上与法的内涵是一致的。所以说，这样修「十二缘起支」是流转的

「观」禅修。这样修，我们就了解到，「业」和「烦恼」究竟的「果」是「苦谛」。 

还灭式禅修 

此外，还有一种名为「还灭」的禅修方式——从「老死」由后往前思惟。比如

说，思惟「老死」是依于什么产生的呢？我们就发现「老死」是依于「生」而产生

的。「生」是依于什么产生的呢？「生」是依于「有」而产生的……像这样的方式思

惟，一直到「十二缘起」的起点，我们就会看到，十二缘起各支最终是由「无明」产

生的。以这样的次序由下一直往上思惟到「无明」，就是一种还灭的禅修方式。 

为什么这样逆序思惟被称为还灭或逆转的一种禅修方式呢？这是因为实相上，十

二缘起支是从「无明」产生「行」、「行」产生「识」……的次第顺序产生，这个禅

修方式却是从下往上，逆序思惟「老死」的「因」是什么？「生」的「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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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和实际因果产生的方式是逆向的，所以称为逆转或还灭的禅修方式。 

以上是从「十二缘起支」禅修的角度来讲解这个偈颂，它其实是很简单的。 

还灭/流转禅修的必要性 

还灭禅修方式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苦」，了解它的根本、它

的「因」是「无明」。 

流转的禅修方式的必要性是什么呢？当我们知道依于「无明」会产生「行」，依

于「行」会产生「识」等等后，我们自然也知道：如果断除「无明」，「行」也会被

断除；如果断除「行」，「识」也会被断除；就像如果火被灭了，那因火而产生的

「烟」也会消失一样。这就是流转式禅修的必要性。或者说，流转式禅修，最终是要

让我们知道：从断除「无明」开始到最后断除「老死」，它最终指向「灭谛」。 

还灭的禅修方式是指如果「生」被断除了，「老死」也就没有了；如果「有」被

断除了，「生」也就没有了；如果「取」被断除了，「有」也就没有了……以这样的

方式进行禅修。 

因此，〈缘起偈〉其实也宣说了「十二缘起」流转和还灭的两种禅修方式。 

我们今天完成了从声闻乘和缘觉乘的角度讲解〈缘起咒〉，因为所剩的时间不

多，我们后天才以大乘依于中观缘起见地讲解〈缘起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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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塔置偈造梵福 

「观自在！此缘起者，即诸如来法身。何人见缘起，彼即见如来。观自

在！若善男子、善女人，信心具足，于未有[塔]处，而能造塔，小至如庵

摩罗果许，塔剎7则如针许、露盘8如末俱罗华9许，内置法界缘起偈，是

人将生梵福。命终之后，当生梵世；于彼命终，当生净居天10，福分与彼

诸天等无有异。」 

 

 

这段经文里，「观自在」是世尊对观自在菩萨的称呼。「观自在」之后的经文则

讲解「十二缘起支」的修习方法和仪轨。 

（「此缘起者，即诸如来法身。何人见缘起，彼即见如来。」这句经文会在后天

讲中观见地的时候一并讲解。） 

世尊再次称呼观自在菩萨，对观自在菩萨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信心具足，

于未有[塔]处，而能造塔，小至如庵摩罗果许，塔剎则如针许、露盘如末俱罗华许，

内置法界缘起偈，是人将生梵福。」这个人（如果具信建塔，并把〈缘起偈〉放进塔

内，哪怕塔很小）从这里死了以后，就会转生到梵天世间；从梵天世间死了以后，就

会转生为天人。他们的福德会等同于净居天的天人。 

 

 
                                                      

7 塔剎：原文写做 སོག་ཤིང་，梵文做 yaṣṭi，物名。系指长竿之上以金铜造宝珠焰形，以立之于寺

前。剎者土田之义，以表梵剎，故名剎竿。又西国不别设幡竿，于塔上立竿柱（即九轮），

竿头安置舍利，其义同土田，故亦名剎竿。竿之梵语，乃刺瑟胝（Yaṣṭi 巴 Raṭṭhi）也。（参

见：佛学大辞典／剎竿） 

8 露盘：原文写做 གདུགས，物名。系指塔上所建重重之相轮（俗云九轮），名为承露盘谓承露之盘

也，略云露盘。（参见：佛学大辞典/露盘） 

9 末俱罗华：原文写做 བ་ཀུ་ལའི་མེ་ཏོག་，梵文做 vakula[puṣpa]，又译「末拘罗华」、「婆拘罗华」，参

见《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月光菩萨经》、《法集要颂经》、《大宝积经》。 

10 净居天：原文写做 གནས་གཙང་མ་，梵文做 Śuddhāvāsa，色界第四禅，证不还果之圣者所生之处有

五地：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俱舍论颂疏论本》：「此五天名净居

天。唯圣人居。无异生杂。故名净居。」（CBETA, vol. 41 , No.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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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译圆满 

世尊说是语已，诸声闻、菩萨、一切眷属，及诸世间天、人、阿修罗、干

闼婆等，皆大欢喜，于世尊所说，称扬赞叹。 

 

 

表示世尊说法圆满。 

 

《圣缘起大乘经》则代表指译师翻译也告圆满。经文的最后一句注明此经是由

「印度堪布苏任多罗菩提（天主觉）以及主校译师僧耶谢德翻译并校定」。 

本课总结下期倡导 

因为考虑到有的法友出席今天的课，无法出席后天的课，所以堪布今天相对完整

地将这部经讲解完毕。经中剩下一些还未讲解的部分，比如从大乘中观的角度来讲解

缘起，会在后天讲解。 

今天我们从具足五圆满——时间、地点、说法者、听法眷属、所说的法，关于这

部经的五圆满讲解完毕。此外，也通过结合声闻乘的「四圣谛」、独觉乘「十二缘起

支」的角度，讲解了〈缘起咒〉。后天讲解《圣说四法大乘经》之前，我们会讲从大

乘中观的角度来讲解〈缘起咒〉，也会讲解从密咒、明咒、陀罗尼咒这三种角度修习

〈缘起咒〉。 

〈缘起咒〉有非常大的用处。后天会讲一些故事来说明〈缘起咒〉非常大的力

量，像可以治愈一切病的药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念诵〈缘起咒〉，都可以净除一切障

碍，具足这种非常大的威力。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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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Q1.为什么两个无自性的事物无法成立谁依着谁？ 

举例而言，堪布手里拿的物品，它是由因和缘所产生的。要嘛，这个事物它是有

自性的，依于因和缘；或者它是无自性的依于因和缘，但如果这个事物已经是有自性

的，它就不需要去依赖事物。如果是第二种它没有自性的话，所依和能依就都没有，

那如何去讨论谁依着谁呢？又比如说，我头上有的那个角，能够展示给别人吗 ？不，

我头上有的那个角，是没有办法展示给别人的。为什么？因为我头上本来就没有角。 

再举个例子，是类似「左」和「右」无法成立是谁依于谁的，因为在我们「左」

成立之前先要有「右」成立，但是为了成立「右」，又要先有「左」。在这样的循环

下就会说：其实两个都没办法成立。或者我们可以思维，在成立「左」之前的那个

「右」， 我们如何知道它是「右」。那个时候还没有「左」，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是

「右」呢？只有成立了「左」，才会有所谓的「右」。「左」不成立时，「右」也是

没有的。简单总结来说， 为什么我们世俗名言上看到，好像每个法互相依赖成立，但

其实这种依赖本身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每个法自己都是无自性的。如果「右」有自性

的话，就不需要依赖「左」而成立了。所谓的「依赖」的「依」，是说本来就没有自

性的事物， 它在世俗名言上显现出来，是依赖于其他的事物，但并不是说那是有自性

的。 

最后引用龙树菩萨的一个偈颂解释这问题：「从三出生二，从二而生七，从七复

生三，数转三有轮。」这里说的是十二缘起之间出生的关系。从三出生二」的意

思， 是指十二缘起中的「无明」、「爱」和「取」，这三个会出生「行」和「有」。

「从二而生七」是说，通过「行」和「有」， 业就产生了七个—— 识、名色、六入、

触、受、生、老死。这七个就这样通过到下一生，又会产生无明、爱和取。所以就这

样周而复转，这三有的轮回就这样流转起来了。 

 

Q2.「见到缘起就成佛」这句是否是指众生在成佛前都无法见到缘起，而只能是知识上

的理解？ 

所谓的「见缘起」中「见」这个字是指现证的去见到缘起。在月称菩萨（梵文：

Candrakīrti）《入中论》〈第六菩提心现前地〉里面说到，只有六地的菩萨才可以现

证缘起。首先我们要先区分现证的缘起和知识上所理解的缘起的不同。这两天讲经工

作坊里讲解的缘起，就是通过概念的层面去了解，称为一种知识上的理解。这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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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缘起，不能称为「见缘起」的这个「见」，也当然就不能称为见到真实性、或者

说成佛。因此，所谓的见缘起，是要怎样才能见到呢？就是我们要通过刚才经里说

的，去披读、讽诵、 思维和修习，这样的话呢，按显宗的说法，在三大阿僧祇劫或两

大阿僧祇劫之后，你就能见到缘起了。 

 

Q3.缘起和性空对法的解释是同一个层面吗？ 

按照大乘的见地，缘起就是讲解了性空的道理。虽然说在世俗上，为了让人不落

于断见，我们会在名言上有这种教法，比如说十二缘起，但实际上，缘起真正究竟的

含义就是「空性」。像《心经》里面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说的就是缘起和性空的关系。 

 

Q4.缘起为何是很重要的？要如何禅修缘起？ 

首先，为何缘起是很重要的呢？了解万法实相，除了缘起之外就没有更高的法门

了。另一种说法是说，了悟万法实相所用的「理」，这当中，像国王一样的至尊，就

是缘起的「理」。引用《龙树菩萨劝诫王颂》或翻译成《亲友书》里面的一句偈颂

说：「最胜言教藏，深妙缘起门」，就是说缘起的法门，是所有佛陀的言教里最胜、

最为珍爱的宝藏。 

 

Q5.如何禅修缘起？ 

在禅修之前，我们先要了知缘起的含义，对它没有任何的疑惑。接下来禅修的方

法和一般的禅修是类似的，就是将心安放在缘起以及对缘起的了知上面，就好像做呼

吸禅修时将心放在呼吸上面是一样的。就像上一次讲解的十二缘起支流转的禅修方

法，还有还灭的禅修方法，都可以作为禅修的对境。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去看之前

的影片。 

 

Q6.所谓不可思议的福德也是缘起性空的，可以这样说吧？ 

是的，因为万法都是空性的，福德也是一种法，当然它也是空性的。佛，甚至连

佛也是空性和缘起的。不仅仅福德是空性的，连佛也是空性的。五道十地也是空性

的，任何的善、不善也都是空性的。就像之前的偈颂所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

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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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是不是只有六地的菩萨才能现证缘起？ 

月称菩萨在《入中论》〈第六菩提心现前地〉里面，详细地宣说了六地菩萨所具

有的功德，但并不是说只有六地菩萨才能现证缘起。实际上任何登地的菩萨，包括初

地及以上，他都是现证缘起的。对于缘起的理解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识上的理解，一

种是现证的。如何获得现证呢？首先，我们通过知识上的理解，对它没有疑惑之后，

一而再再而三地修习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证得初地。证得初地之后，也就

是现证缘起，或者说是现证法界，或者说现证离于四边的空性。 

 

Q8.缘起性空在密续里是最高的究竟见地吗？好像宁玛派里说是超越缘起？ 

首先取决于你怎么去理解缘起。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它都是我们通过概念心给

它贴标签，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缘起」这两个字，也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贴的一

个标签。但其实这种说法和缘起是最高教法并不相违，关键在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理解

它。在大乘里，佛陀有说缘起是最高的教法，因为大乘同时包含了显宗和密续，所以

当然它在密续里也是最高的教法。 

 

Q9.那如何在生活中修持缘起和空性呢？ 

这取决于个人。刚开始，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理解缘起的含义。这时我们可以做一

些修持，比如我们可以念诵缘起心要咒，或者像是经典里面所说，我们去建造一座小

佛塔，然后把缘起心要咒放到塔里等等。之后，我们就要学习缘起的含义，还有空性

的含义。其实「缘起」和「空性」，在大乘当中，它们是同义词。一旦理解之后，我

们就要去禅修缘起和空性的含义。就像是修心的论典所谈到禅修胜义菩提心的方法，

也就是禅修缘起和空性的见地，这个是在座上禅修。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在座下的时

候，我们就要有「一切法如梦如幻」的见地。比方说，思维我是如梦如幻的人，然后

做着如梦如幻的事等等。重点是在座下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觉知，不让

我们的心彻底散乱掉。 

当然这是在一开始，在还没有完全理解缘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方法，比

如说每天念诵缘起心要咒，二十遍、四十遍、或者一百遍也好；或者每天即使只有一

秒钟，你想起缘起心要咒，都是非常好的。渐渐的，你可以慢慢调整，使得你忆起缘

起心要咒的时间不断地加长，当你最终可以做到二十四小时都处于缘起见地的时候，

你也就证得初地圣者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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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请问自己做舍利塔放入的缘起咒要放中文音译文字、藏文还是梵文？ 

任何语言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无误的就可以！并不是说只能放梵文。那其他语言

呢？除了音译的咒语之外，也可以放意译的文字。比如说藏文里面经常念的「诸法从

因生」等等，就是这个含义的翻译，这样也是可以的，并不仅仅是音译。 

 

Q11.《六祖坛经》中「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的意义

为何？ 

堪布是第一次看到《六祖坛经》的藏文翻译，只能尽可能的来回答。这句「有情

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堪布猜测说汉地的这些大乘论师们大部分是追随世亲和无着

菩萨这一派的，堪布的理解是，「有情来下种」是说有情都是有阿赖耶识的，所以说

有情有阿赖耶识之后就有了种子，有了种子，它就不管是展现为轮回或涅盘，这些果

都会产生。从名言上就是说心是有的。所以说，有因也有果。 

「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堪布的理解是说，心在实相上是空性的、缘起

的，所以对于实相上是空性的心来说，它也就没有所谓的种姓，它也没有自性，同时

它是无生的。「无情亦无种」的「种」可以理解为前面前面所说的种子。所以，如果

有阿赖耶识的话，阿赖耶识其中一个是（储藏）有漏种子的面向，那就可以理解为这

里的「种」。如果说没有心的话，在究竟实相上心是空性的，所以在那个里面，它也

就没有种、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所以它是无生。简单来说，后两句说的是：在

究竟上来讲，心它的实相是空性的，它没有种、没有自性，也就是无生的。 

 

Q12.万法由心生，而心无自性。这里又在说一切由因缘生，因和果都无自性，这两种

说法有甚么异同之处？ 因缘，因和果也是由心生吗？ 

从前面解释《坛经》的偈颂，用一样的角度来看，只要是我们有心的时候，一切

都是从心产生的。但是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心，我们了悟到：心没有自性。这个时候，

一切都是无生的。因为心没有自性，所以也说不上心里面产生什么了……因为心本来

就没有自性，所以这个时候，一切都是无生的。换句话说，在显现上面，就是一切万

法由心生；但是在实相上面，一切都是无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心本身它就没有自

性，所以也谈不上万法从心生。  

 



 

22 

回向 

今天我们讲解了这部经，具有非常大的加持力，我们因听法而产生非常大的功

德。我们将这些功德回向。 

 

 

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怨敌之过患， 

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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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 

 

诸佛正法圣僧众，直至菩提我归依， 

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 

 

愿一切有情具乐及乐因， 

愿一切有情离苦及苦因， 

愿一切有情不离无苦之妙乐， 

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爱憎常住大平等舍！ 

 

首先，我们思维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无上佛果，进行《圣缘起大乘经》和

《圣说四法大乘经》的闻思修。上次我们结合了四圣谛和十二缘起，讲解了〈缘起

咒〉的含义，第一部分我们会结合缘起性空的道理来讲解〈缘起咒〉。第二部分则要

讲解〈缘起心要咒〉，这是属于明咒，我们也会从密咒和陀罗尼咒的角度来对它进行

讲解。第三部分我们会讲解《圣说四法大乘经》。 

【凡因所生法】 

当我们说到「凡因所生法」时，我们说的其实就是互相依赖。简单来说，就是一

切「法」都是「因」所产生的。我们说万法都是因而产生的，以两个例子为例，一个

好比说火的光是依于火而产生的；另外一种互相依赖的例子，就是在世俗名言上面，

比如长是依于短而安立的名字。 

「凡因所生法」，或者说一切法都是依于因而产生。换句话说，世间和出世间一

切法里面，不是从因所产生的法，一个都不存在。这里引用《中论》的〈观四谛品〉

中的一个偈诵：「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前半句的

「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和〈缘起偈〉中「凡因所生法」彼此是有关系的。 

〈缘起偈〉中，「如来说彼因，如是彼之灭」，这里的「彼因」和「彼之灭」就

是指刚才这些从因所生的法——正因为它们是由于缘起而产生的，所以这些法都是

「空性」。同时「如是彼之灭」中的这个灭，也可以理解为空性。 「如来说彼因」、

「亦大沙门说」，所指的就是：凡因所生的法，其因和灭是由谁来宣说的呢？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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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亲自宣说的，所宣说的其实就是空性。 

因此，〈缘起偈〉的后半句，从「彼因」以及「彼之灭」，和《中论》里面的

「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都是同样含义，也就是空性。为什么「凡是缘起的它

就是空性的」？因为不管是任何法，它都是依于因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对于世间人而

言，或者说在世间人面前显现方式，每个法都依于另外一个法而产生。因此，一切法

都依于因而产生，真正的含义就是一切法都是无生的。引用《圣无热恼龙王请问大乘

经》教证内容提到：「凡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也就是说凡是依于另外

一个法而产生的法，他其实就是无生的、也是无住的、也是无灭的。 

用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这个偈颂说的是凡是缘起的，就是空性的含义，而且也

是无自性的含义。比方说我们说「果」，其实当我们说「果」这个字的时候，它已经

是依于因而在说这个果有没有了。因此，当我们说到果是依于因的时候，就有两种可

能性，我们是在问果是「自性有的果」依于因，还是「自性无的果」依于因？ 

我们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如果说一个已经自性就有的「果」依赖于「因」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果」它就不需要依于「因」了，因为它自性已经有了。换

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说一个「果」依于「因」，就是要成立「果」的自性，所以才说

这个「果」是依于「因」的，但如果这个「果」它本来就自性有，那这个「果」就不

需要依赖于「因」了。反过来，如果这个「果」它本来就没有自性，一个没有自性的

事物，它就没有办法去依赖任何事物。所以说，当我们说到「果依于因」的时候，意

思就是说：果是没有自性的。 

 我们平常有一个常见的悖论，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或者说谁依于谁而出

生？我们如果去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或者没有办法知

道最开始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

个，因为鸡本身没有自性，蛋本身也是没有自性的。所以两个都没有自性的事物之

间，要说清楚谁最先产生谁，这是不可能的！ 

再比如说，我们在世俗名言上也会说到长短左右等等，它们在名言上有互相依

赖，但我们却说不清楚：到底是长依于短还是短依于长；到底是左依于右，还是右依

于左。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长也好短也好，左也好右也好，它们的自性都是不

成立的。总结就是，在两个自性都不成立的事物上面，你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谁先

依于谁的。因此，当我们说到互相依赖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说显现上的一切事物都是

依于「因」和「缘」而产生。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事物的自性都是空性的，正是这个

原因，〈缘起心要咒〉也宣说了空性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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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讲解的主要是从显宗的角度，〈缘起偈〉同时在宣说声闻乘的四圣谛，也在

宣说缘觉乘的十二缘起支，也在宣说大乘不共的中观的见地。其实不仅仅是这样，

〈缘起心要咒〉也宣说了四个续部。蒋扬钦哲旺波也说过，这个〈缘起心要咒〉其实

是集所有万法都包涵在里面，佛陀所说的这些法里面的要义，都已经包含、结合在这

个〈缘起心要咒〉里了。正因如此，〈缘起心要咒〉非常的重要。 

此外，世尊也在这部经里宣说了和建造佛塔有关的修持。 佛陀说到，只要建造一

个佛塔并且把〈缘起偈〉放在里面，就会产生无量的福德。建塔所产生的功德与这个

佛塔的真实大小无关，如果一个人建造了一座如庵摩罗果这么大的小塔，这个塔上面

的塔剎它仅仅只像针这么大，然后塔刹上面的轮盖只有像香榄花这么大，然后将〈缘

起心要咒〉写在纸上后，放入佛塔内部，一样会生起非常大的福德。所以说，如果有

人能够在有人居住的地方建造一座佛塔，像上面说的这么小，并且把〈缘起偈〉放进

去的话，这个人将会产生多大的福德呢？将会产生和梵天一样的福德。 

想象一下，刚才说只是建造那么小的一座佛塔，都会产生偌大福德，那么如果建

造一座像人那么大的佛塔，并且写了很多不同的陀罗尼咒放在那个佛塔中，将会产生

多大的福德呀!再者，如果说有人建造一座像尼泊尔的满愿塔或像菩提伽耶正觉塔那么

大的佛塔，或者建造像在中国有很多非常大的佛塔，再将一些陀罗尼咒放在佛塔里

面，那这个将要产生多大的福德就不用说了，肯定很大。 

前面所说是透过身体方面的行为所产生的福德，和身体方面相比，更大的福德是

如果有人可以在「语」的方面念诵陀罗尼咒的话，产生的福德将要比刚才说的福德还

要大。在这部经里的咒没有「嗡」和结尾的「梭哈」，这样的咒称为「明咒」；一些

成就者依于口诀在前面放上了「嗡」，在结尾放上了「梭哈」，这样的咒则称为「密

咒」。在前面再加上礼敬三宝，它就称为「陀罗尼咒」；要成为陀罗尼咒，开头要用

梵文来念诵「南无 ra 呐扎雅雅」，如果在开头加上「南无 ra 呐扎雅雅」，再接着

「嗡」，「耶达嘛」，在最后有「梭哈」它就成为了陀罗尼咒。 

相较于经典里所说，我们在纸上写上陀罗尼咒放入佛塔里面，与此相比，我们用

语来念咒语所产生的福德更大。蒋扬钦哲旺波大师所写的《仪轨总集》里面有说到，

〈缘起心要咒〉它的陀罗尼咒的形式，在所有的咒语里面是威力最大的。相较于刚才

说的在「身体」和「语」方面的行持，如果我们在「意」方面的修习，能够结合四圣

谛及缘起支，也结合空性见地去思维和修习〈缘起心要咒〉的含义，它所产生的福德

比前面所讲的更大，甚至可以成为成佛的福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