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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與持守八關齋戒是一種以菩提心作為動機的特別戒律練習。這個

修持的精要是受持八條戒律，並在 24 小時之內清淨持戒。經由重複修

持，我們讓自己熟悉持戒的練習，使我們的人生具有意義。

    這樣修持戒律我們會獲得許多益處。藉由避免痛苦的因，幫助我們

解決了此生的問題；藉由創造於未來世取得有福報投生的因，保護我

們免於低道投生的痛苦。尤其是，基於此修持是以菩提心作為動機，

因此它具有極大的力量淨化不善業。它聚集廣大福德，並創造我們證

得無上喜樂正覺的因。

    我們必須先從一位具格的受戒師處接受這些戒律，之後便可以隨順

己願而經常受戒。這兩種方法的指導皆包括於此儀軌之中。如果我們

希望汲取此一寶貴人生的精華，更應當盡己所能經常致力於這個修持。

格西 格桑嘉措

一九九一年



解 脫 祈 禱 文
釋迦牟尼佛讚

哦　聖者，釋迦牟尼佛

珍貴寶藏大悲心，賜予無上內在的安寧，

同等慈愛眾生無分別，一切安樂福德的泉源；

引導眾生進入解脫道。

您的身是如意寶，語是無上淨化甘露水，

心是一切眾生皈依處。

我合掌轉向您，無上恒常的善友，

我自內心深處向您祈求。

請賜給我智慧的光，滅除我心識的黑暗，

並治療我相續的心性。

請以您的善德滋養我，讓我以不息地歡喜筵席，

轉而滋養一切有情眾生。

藉由您慈悲的意願、加持與善德，

和我強烈依止您的願望。

願一切苦難快速停息，一切安樂喜悅皆圓滿，

願神聖佛法永遠流傳。

附註：此祈禱文由尊貴的格西 格桑嘉措編寫，是全球噶當

巴佛法中心在作儀軌起始時所慣常唸誦的。



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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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八關齋戒

我們應該在破曉時分，光線剛好看得見伸出的手

掌邊線時，開始這個練習。首先，我們應該潔淨

身體，在清潔和祥和的地方安設佛壇，放有三寶

的代表，並置放美麗的供品。之後我們坐好，開

始以下加行練習。

皈依
我等與眾生直到成正覺，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3x)

生起菩提心 
所作布施等修持諸功德，

願利益一切眾生而成佛。           (3x)

意念淨化環境

願一切地基全然清淨，

平整圓潤如掌心，光滑有如藍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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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陳設純淨供品

天人微妙供養物，實設以及意變化，

普賢無上供養雲，願悉周遍虛空界。

嗡  南無  巴嘎哇地 賓者  沙拉 婆馬  當尼，

它它嘎它亞， 阿哈替  山亞山  菩達亞，它亞它， 

嗡  賓者 賓者  馬哈  賓者， 馬哈  天扎 賓者， 

馬哈 比亞  賓者，馬哈  菩提其他   賓者，

馬哈  菩提   曼都    帕山   群馬那   賓者，

沙哇  卡馬  阿哇拉那  比蘇  當那  賓者  娑哈
OM NAMO BHAGAWATE BENZE SARA PRAMA DANE,
TATHAGATAYA, ARHATE SAMYAK SAM BUDDHAYA, TA-
YATHA, OM BENZE BENZE MAHA BENZE, MAHA TENDZA 
BENZE, MAHA BIYA BENZE, MAHA BODHICHITTA BENZE, 
MÄHA BODHI MANDO PASAM TRAMANA BENZE, SARWA 
KARMA AWARANA BISHO DHANA BENZE SÖHA

迎請資糧田

您 一切眾生大怙主，諸魔眾主摧毀者，

遍知一切之聖者，請與隨從眷屬降臨此處。

觀想上師為釋迦牟尼佛相，降臨在我們面前

虛空處，身邊圍繞著諸佛菩薩，如眾星拱滿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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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七支法

我以身語意虔誠作禮拜，

並作實陳與意觀之供養。

無始罪業我皆懺，他人功德我隨喜。

祈聖住世息輪迴，並為我等轉法輪。

我今迴向諸功德，唯證無上最正覺。

供養曼達拉

嗡 哇傑 普彌 阿 吽 (OM VAJRA BHUMI AH HUM)
巨大威力黃金地基；

嗡 哇傑 惹克 阿 吽 (OM VAJRA REKHE AH HUM)
鐵欄外圍環圍繞；

中央須彌山王，周邊圍繞四大州：

東勝身洲 ── 布哇威第哈 (Purvavideha)，
南瞻部洲 ── 詹布地帕 (Jambudipa)，
西牛貨洲 ── 阿帕拉哥它尼亞 (Aparagodaniya)，
北俱盧洲 ── 烏它拉庫魯 (Uttarakuru)。
各州又具二小洲：

身洲與勝身洲，貓牛洲和勝貓牛洲，

槄洲與上儀洲，勝邊洲與有勝邊洲。

珠寶山、滿願樹、滿願牛、自長榖糧。

輪寶與珍寶，皇后寶與大臣寶，

象寶與勝馬寶，將軍寶與大寶瓶。

美麗天女與花鬘天女，妙樂天女與舞蹈天女，

百花天女與薰香天女，明光天女與塗香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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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與寶傘蓋，遍及十方尊勝幢。

於其中央為一切人天之寶藏，如此勝妙聚集無

 一遺漏。

以此奉獻慈悲根本上師與傳承諸上師，

汝等神聖光榮諸上師；請悲憫眾生而受納，

既已受納，祈請諸聖以大悲心加持遍及

 虛空一切眾生。

以花舖蓋塗香之大地，須彌四州日月作飾嚴，

觀如佛土虔誠作供養，願諸有情共享此淨土。

我不帶任何慳貪作供養，那引發我貪、嗔、癡

 的對象，

我的朋友、敵人、陌生人、身體及享受物，

請接受這一切，並加持我直接解脫三毒之害。

伊當  古魯  若那  曼達拉岡  尼雅達雅彌

IDAM GURU RATNA MANDALAKAM NIRYATAYAMI



9

正式受戒

我們行三禮拜，然後以右膝著地跪下。雙手合掌

於心間，透過以下的思維法，生起強烈的菩提心：

“誠如我想從輪迴的痛苦中獲得解脫，如母眾生

也是如此；沒有任何一位眾生希望經受苦與煩惱。

所以我要努力成佛，有能力救度如母眾生脫離苦

海。一旦我成為清淨圓滿正覺者，我將持續幫助

眾生。為了這個原故，今天我要受持大乘八關齋

戒，並清淨持守戒律。”

現在，我們念誦三遍以下戒文來受戒。如果是在

受戒師面前受戒，我們開始念誦：

哦 受戒師，請聽我說。

如果是自己受戒，我們開始念誦：

十方諸佛菩薩，請聽我說。

然後重複以下戒文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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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過去之如來、阿羅漢 ( 破敵者 )、完善諸佛，如神

駒與大象，所作當作，當作已作，放下包袱，達成己願，

斷盡輪迴諸束縛；以完善語、解脫之殊勝心，以及殊勝

解脫慧，為利他故，為解脫故，為免於饑饉故，為免除

疾病故，為圓滿一切趨向正覺之法故，為證得無上正等

正覺故，決定清淨持守齋戒，是故我 ... . . .，為了一切有

情，為利他故，為解脫故，為免於饑饉故，為免除疾病

故，為圓滿一切趨向正覺之法故，為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故，從現在起直到明天清晨，我將清淨持守齋戒。

我們在心中強烈地保持這個決心。

現在請思維：我們的心相續已經領受了這些戒律，

並感到喜悅。

齋戒祈請文

現在以強烈的菩提心作為動機，以及堅定的決心

要在這  24 小時之內清淨持守八戒，我們念一遍以

下的祈禱文和咒語：

從現在起，(1) 我不殺生，(2) 不偷盜，(3) 不從事性行

為，(4) 不說妄語，(5) 不飲酒 ── 此乃諸多過失的根

源，(6) 不坐高座，(7) 非時食，(8) 不塗脂粉香水、不

穿華服與首飾、不唱歌跳舞等。

正如阿羅漢（破敵者）總是避免殺生等，我亦避免

 殺生等。

願我速證無上正覺，於此充滿痛苦與鬥爭的世界，願從

輪迴苦海中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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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戒咒

嗡 阿莫嘎 昔拉 桑 巴拉 巴拉 巴拉 馬哈

蘇達 沙土 帕莫 比布其替，布扎 達拉 達拉  

沙曼它 阿哇洛其替 吽 呸 娑哈     (7x 或 21x)
OM AHMOGHA SHILA SAMBHARA BHARA BHARA MAHA
SHUDDHA SATTÖ PÄMO BIBHUKITE, BHUDZÄ DHARA
DHARA SAMÄNTA AWALOKETE HUM PHAT SÖHA

戒律祈求文

願我不帶傲慢心持戒，圓滿持戒波羅密

免於一切垢染即圓滿清淨戒律。

迴向文

願我以此善德力，完成福慧二資糧，

成就二資糧所生之神聖二身。

願此珍貴無上菩提心，尚未生者得以生，

願已生者不退轉，此心恆常廣流傳。

全數迴向諸功德，願我能效法

證得實相之文殊與普賢的修持。

全數迴向諸功德根，

願我完成殊勝無上之成就，

領受三世諸佛無上的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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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以此諸功德，速證正覺上師位，

爾後引領諸有情，無餘抵達此境地。

善慧祈禱文

聖教法王宗喀巴，所傳法義極盛揚， 

一切魔障俱止息，順緣無餘皆具足。

祈以自他三世中，所集一切二資糧，

善慧名稱勝者教，願彼長時盛不衰。

九行緣悲頌

宗喀巴雪國聖賢頂嚴

您是釋迦牟尼佛與金剛持佛

一切成就的泉源

觀世音無緣大悲寶藏

文殊師利無垢智慧之王

金剛手摧滅諸魔軍眾 

哦　尊貴的上師佛，三寶之總持

我以身語意，虔誠向您祈求：

請賜予加持，成熟並解脫我與眾生，

並賜予共同與無上之成就。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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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齋戒修法的解釋

受持大乘八關齋戒時，我們要確實承諾在 24 小時內避

免從事八種行為：(1) 殺生，(2) 偷盜，(3) 性行為，(4) 
說妄語，(5) 飲酒，(6) 過午進食，(7) 坐高座或舒適豪

華的椅子，(8) 化妝與塗香水、穿華服與首飾、唱歌或

跳舞等等。這八種行為只是象徵，我們真正的承諾是，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禁止所有的不善行。

 接受與持守這些戒律是一種很特別的淨化法。佛陀領

悟到，眾生的痛苦皆源於他們自己過去的不善業，因此，

祂教導了特別的方法來淨化不善業。為了淨化我們的不

善業，我們必須練習四種對治力，它們是：懺悔力、依

止力、對治力、承諾力。這些在《妙樂圓滿之道》(Joyful 
Path of Good Fortune) 書中有完整的解釋。這裡我們著重

於四力中的承諾力 ── 承諾不重複過去的惡行。我們可

以做不同程度的承諾。我們可以承諾在剩餘的生命中都

不做不善業，或是承諾一年，一個月，或是像今天這樣，

一天。如果我們成功地保持一整天清淨的身語意，也就

可以延長為兩天，然後三天等等。直到我們最終能隨時

保持清淨戒律。

 如果我們達至隨時都能保持全然清淨的身語意行為

時，我們即證得了淨土。以此清淨的身與心，沒有了經

驗痛苦的基礎；反而體驗著無止盡的內在安樂。我們都

想要快樂 ── 住在清淨的環境，有清淨的朋友，清淨的

享受等等，但只要我們的心中存有不善業，這種願望便

無法達成。因此，我們需要依止佛陀善巧的方法來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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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業。這種練習很簡單，每次只是一天的時間練習，卻

能引向很好的結果。

 我們能輕易地理解到為何要承諾避免殺生、偷盜、

以及說妄語，但是為何也要避免從事戒律所提及的其他

行為，如性行為，過午進食，或穿華服帶首飾等呢？原

因是，在過去世，我們經常為了這些享用物而多行不善。

透過現在戒除這些對象，我們淨化了那些惡業。貪執於

欲望的對象是我們諸多惡業的來源，而惡業正是我們痛

苦的源頭。因此，戒除這些對象一天，我們便造下了未

來不用經歷如疾病、飢餓、鬥爭與寂寞等的痛苦。除了

這些暫時的善果之外，因為我們是以菩提心來持戒的，

所以也造下了最終成就正覺的因，讓我們能夠保護所有

的眾生免受痛苦。

 因為我們十分貪戀輪迴的享樂，因此覺得很難減輕如

貪執、嗔怒、忌妒與無明等妄念；正因為這些極為強烈

的妄心，才會使我們覺得難以清淨持戒。所以，有時候

我們要特別設定一天，透過受戒與清淨持守來著重戒律

的練習。當然我們應當試著每天都清淨持戒，但也要有

些日子是格外著重於戒律的練習。就像我們每天都會吃

飯，有時候也會吃些特別的食物一樣。

 受戒的這一天，我們需要以特別的正念來避免身語意

的不善業。我們要謹慎於身體的活動，不要以身體從事

不善業。同樣地，我們也要守護自己的語言。如果說太

多話，或是談論無意義的事，我們很可能造下語的不善

業。因此，在這一天，我們要少說話，若要說話時也只

說有意義的事。同時，保護我們的心免於散亂也是很重

要的。如果我們的心是散亂的，它很自然會跑到不善的



對象上；所以我們要特別保持正念。我們應當試著只專

注於精神修行活動 ── 研讀佛經，思維佛經的意義，在

禪修中提升定力，念誦佛經，或者只是保持清淨的信心。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練習一天，也就可以逐漸延長練

習，直到隨時都能持守清淨戒律。這是成就佛果的無上

方法。如果我們成佛，亦能實現我們菩提心的願望 ── 

有能力解除所有如母眾生的痛苦。這才是我們寶貴人生

的真實意義。

註：此儀軌是在尊貴的格西 格桑嘉措慈悲的指導下，

依據傳統儀軌而翻譯的。對於八關齋戒的扼要解釋則取自

格西 格桑嘉措在英國的阿爾福斯頓  (Ulverston) 的
文殊師利大乘佛教中心所給予的簡要教授。

解脫祈禱文是由尊貴的格西 格桑嘉措仁波切所作，

全球噶當巴佛教中心在共修開始時唱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