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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普那拉瑪瑪妮艾揚格紀念瑜伽學院 

 

1107-B/1, SHIVAJINAGAR, PUNE: 411016, (INDIA) PHONE: 020-

25656134 

 

致：艾揚格瑜伽協會（以下簡稱 “協會”）  

 

各協會主席、協會理事會成員、老師、考官及協會成員台鑑： 

 

在 2015 年 12 月，多位考官和各個協會的代表與我們， 即：吉塔 (Geeta) 

和普尚 (Prashant) 會晤，就認證考核的過程、師資培訓、協會的功能等範

疇，交換了意見。 

 

我們全體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分享 Guruji 的教學及學習瑜伽這課題。為

此，我們 - 吉塔和普尚 - 現在向所有人發出聲明：讓我們繼續以純潔（及

淨化）的身體、語言及心意（kāya, vāk, manas）去延續 Guruji 教學之光

芒。 

 

以下資訊可釐清印度普那拉瑪瑪妮艾揚格紀念瑜伽學院（以下簡稱“總

院”）在認證考核和教師培訓課程中的立場，所以內容必須分發給協會

的成員：包括老師和學生，以便讓所有人可以瞭解學習、認證、考核及

教學的要求。 

 

此外，各協會將收到由我們修改和規範後各個認證級別的學習大綱。 

 

1. 任何 Guruji 的學生想成為協會會員，都應該被接納加入協會。在協會各

理事架構中，資深人員亦應適時退讓與資歷較淺者參與理事。 

 

• 資歷較淺者應尊重並請教資深前輩的意見，因為後者的經驗和成熟

程度對艾揚格瑜伽的健康發展非常重要。 

• 資深人員應以開明的態度考慮後輩的建議，因為他們的鮮嫩會為艾

揚格瑜伽帶來新的氛圍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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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坦伽利提及有關判辨（viveka）的問題。我們大家作為 Guruji 的學生，

都應該引進自身的判辨智慧，並以一個平和的心，協同運作。一個瑜伽修

習者應以友善的態度（maitri）對待 Guruji 直接或間接教授的學生。 

 

2. “協會”一詞指的是由擁有共同意趣的人士組成的組織。所以，每一

協會的會員及協會自身應以友好的態度互相對待, 及持續溝通。 

 

Guruji 所教授的知識必須在全世界交流。因此，各個協會之間應保持溝通。

Guruji 曾 經 說 :“ 施 不 招 貧 ， 斂 不 致 富 ”(Giving does not impoverish, 

withholding does not enrich.)  我們不僅要理解這句話的含義，還需要付諸實

踐。 

 

雖然我們身處不同地域，但在瑜伽哲學的領域上，我們應當視為一體。 

 

關於教學 

 

1. 正常情況下，瑜伽體式均根據 Guruji 所著的學習大綱教學，學生可按序

晉級至更高級別。以前，雖然學生未能深入閱讀 Guruji 所著作的書籍，但

他們依然可以成為高級學生。現在，我們慶幸擁有許多 Guruji 著作的書籍

和文章，那就應該鼓勵學生去閱讀這些書籍和文章，從而得知他探討瑜伽

的途徑。因此，引導學生去解讀和討論 Guruji 的著作是老師們一個新增的

教學責任 

 

以下是 Guruji 所著的英文書籍（附上中文譯名）： 

• *《瑜伽之光》Light on Yoga 

• *《調息之光》 Light on Pranayama 

• *《帕坦伽利瑜伽經之光》 Light on the Yoga Sutras of Patanjali  

• 《八分支瑜伽之光》Light on Ashtanga Yoga 

• 《瑜伽心意》 Yaugika Manas 

• 《帕坦伽利瑜伽經研習》 Pātanjala Yogasutra Paricaya *《光耀生命》 

Light on Life 

• 《瑜伽經的核心》 Core of the Yoga Sut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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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花環：導師 B.K.S 艾揚格著作集》 Astadala Yogamal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Yogacharya B.K.S. Iyengar 

• 《瑜伽之光（精簡本）》 Concise Light on Yoga 

• 《瑜伽之光（簡寫本）》 The Illustrated Light on Yoga  

• 《瑜伽的藝術》Art of Yoga 

• *《瑜伽之樹》 Tree of Yoga 

• 《身體神龕，瑜伽之光》 Body the Shrine, Yoga Thy Light  

• 《艾揚格的生活及工作》 Iyengar: His Life and Work 

• 《瑜伽老師基本指南》 Basic Guidelines for Teachers of Yoga 

• *《瑜伽：通往整全健康之路》 YOGA-The Path to Holistic Health  

• 《初學者：艾揚格瑜伽》 Iyengar Yoga for Beginners 

• *《瑜伽智性及修煉》 Yoga Wisdom and Practice 

• 《體育運動的瑜伽》 Yoga for Sports 

 

（譯者註：以上標註*者已有中文版；未有中文版的書名則根據英文意

譯） 

 

只要當地有學生, Guruji 的作品便需要翻譯成任何一種語言。各區應為本

土學員，將 Guruji 的著作逐一翻譯。 

 

2. 為了獲得認證，老師有時或會強迫學生去做到某些經典體式。這樣不但

証實會傷害身體，同時亦會導致精神繃緊。我們必須慎重牢記，即使是中

級階段的體式也具備理療價值。老師必須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以恰當的

方式去學習體式和調息、不應催促他們。 

 

瑜伽是一門自然科學。當學習過於快速時，他們不能意識到當中障礙，最

終可能傷害自己。任何人都不應急於讓每個人都成為瑜伽老師。瑜伽並不

是比賽，而是一門體驗式學科。瑜伽是一輩子的歷程，而不是一個短期課

程。因此，級別之間存有規定的間隙時間。當學習瑜伽的水平達至高階

時，才可教授基礎課程。所以，不要著急。 

 

3. 現今人們想以瑜伽預防疾病。因此，所有認證老師（包括準認證的老

師）需要知道瑜伽理療的一些基礎知識。Guruji 在 2010 年 12 月 22 日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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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協會的信函中指出，所有認證老師均可替健康的學生，處理一些常見但

低風險的狀況，例如膝蓋、背部、頸部、肩膀、頭痛、高血壓、腹瀉、便

秘、焦慮和抑鬱等問題。培訓導師應在體式和調息練習中，教導有志教學

者作出相應的調整。 

 

4. 學習期間，學生應該知道所有體式的梵文名稱。這些梵文名稱的含義可

參閱《瑜伽之光》。此外，Guruji 書籍內的「索引」列出了所有梵文用語

及其含義。通過閱讀，學生可以瞭解這些梵文詞彙。老師也可以在課堂上

教導學生這些梵文詞彙的發音。然而，無需為此特意去學習梵文這種語言，

只要習慣這些梵文詞彙便可。同樣地在每個級別，從《帕坦伽利瑜伽經之

光》（Light on the Yoga Sutras of Patanjali）中亦可引導學生學習詞語，定可

豐富他們的梵文詞彙。 

 

5. 當學生步入中高級課程，並附上用於認證的照片時，（照片）佐證了他

們掙扎著做高級體式。若果他們要在課堂上幫助其他學生，他們亦不懂得

怎樣去幫忙。他們的感受[或觸碰]是錯誤的。要瞭解體式、調息和理療，

他們需要老師適當的指導。通常，老師們要求拿到一個理療體式序列用於

他們的患者，而當他們教授患者時，只提供體式序列，並沒有為患者提供

相應的幫忙、教導或指引。這種作法是不正確的。所有 Guruji 的高級學生

都曾見過他在一般課堂上為患者提供幫助。但他觸碰的藝術往往被忽略，

而課堂僅以講解為基礎 – 這是不正確的。 

 

當有需要幫助時，老師應主動上前幫助患者和學生。老師至少應知道在

基礎的體式中如何去觸碰和幫助學生。 

 

6. Guruji 認為將瑜伽介紹給學校的學生是非常重要的。他還為在學兒童編

制了一份教學大綱。這些內容均被收錄在一共 5 冊的《瑜伽守則》

（Yogashastra）中。學習這些書籍中的體式是必要的，以便一些老師有需

要時可以到學校教授。這些書本適合來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兒童學習。這

些書本可以在總院找到。 

 

7. 那些已經成為瑜伽老師或有志成為瑜伽老師的學生應培育作簡介或演

說示範瑜伽的技能，讓我們可以傳達 Guruji 的教學精髓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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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初級認證 

 

1. 訓導學生成為老師需要足夠時間。 

 

成為一個老師，每個人必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學習。若只是體式做得好，

不代表可以成為好老師。教與學之間存在巨大的分別。教導別人時，個

人經驗就是指引。如果我們在教學時沒有親身經歷過體式和調息，就會

出錯。 

 

到世界各地開展師資培訓課程（TTC）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時尚。經常有些

資培訓課程的學員並未經過學生培訓，這完全不恰當。例如，在一些地方，

有些人在未成為合格的學生前便匆匆地參與師資培訓課程。即使是 Guruji

也沒有以這樣的方式去培訓老師。我們不能以機械性的方式去培訓老師。

如果內心深處沒有教學的意向，他們很難成為好老師。心之所向需要一段

時 間 在 合 適 的 老 師 引 導 下 才 能 綻 放 。 Guruji 一 直 強 調 導 師 制 度

（mentorship）。我們務須認同和鼓勵這導師制度，並在師資培訓課程中

給予適當的定位，以免將大量可能未成熟的學生變成為老師。 

 

2. 在首次申請考核前，學員必須已跟隨艾楊格瑜伽認證老師學習六年 

 

評估與認證皆有一些最低要求。標準要求是在認證老師指導下學習瑜伽

的最低年限，或最低課時。因為地域的差距，老師或學員須往返該地進

行培訓，最低年限對他們來說較難作出安排。然而，最低課時的標準也

被用在有足夠瑜伽老師的地區。那便不應如此。對於有認證老師的地方，

在申請首次認證考核前，必須在艾楊格瑜伽認證老師指導下完成六年基

礎課程。這個規定也適用於已在其他瑜伽學校獲得認證的學員。 

 

接受初級 I 和 II 認證考核的考生至少應該： 

 

a）前三年：學習初級 I 和 II 課程（練習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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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隨後兩年：學習初級 I 和 II 課程（練習與理論）和中初級 I（練習

與理論）； 

 

c）最後一年：學習初級 I 和 II 課程（練習與理論）、中初級 I（練習

與理論）和中初級 II（只做練習）。 

 

當考生學習中初級 I 和 II 課程時，只是指導他們學習體式和調息，切勿

催促學生進入最終體式。培養學生體驗學習過程中的喜悅，而非達到終

點。 

 

3. 然而，對於一些（沒有瑜伽老師的）國家，最低要求是 280 個學習課

時。「學習」一詞指的是「參加導師的課堂」。導師的課堂指的是在學生

所在國家開設的課堂，以及學生前往導師所在地學習的課堂。除了這些課

堂之外，在沒有艾楊格瑜伽認證老師地區的學生每天應最少要自我練習兩

個小時，每週至少五天。此外，導師應引導學生閱讀那些書籍、與及觀看

那些所有相關資料去學習。 

 

4. 在沒有艾揚格瑜伽老師的地方，如果有一個或以上的學生跟從認證老師

學習過艾揚格瑜伽，而且該學生希望延續 Guruji 的教學時： 

 

- 建議寫信給我們，我們將會提供指引和適當的標準，讓 Guruji 的教學

可以傳承給更多入。 

 

5. 申請初級 II 認證考核的考生應由所在地區兩名老師推薦。這兩名推薦老

師必須擁有中初級 I 或以上的資格。 

 

關於其他級別的認證考核 

 

1. 申請中初級認證考核的考生應由兩名老師推薦。這兩名推薦老師的認

證級別應比考生高至少一個級別。 

 

2. 申請中高級 I 和 II 認證考試的考生應由一名老師推薦，而這名推薦老師

的認證級別應為中高級 III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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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中高級 III 或以上的申請人需要直接向總院申請。 

 

4. 任何認證考核的推薦老師應滿足以下條件： 

 

• 如需有兩名推薦老師： 

 

• 其中一位推薦老師應為申請人定期學習瑜伽的導師；另一位

推薦老師是相對較少指導申請人的老師； 

 

• 至少有一名推薦老師不是申請人的家庭成員。 

 

• 如需有一名推薦老師： 

 

• 申請人必須在該推薦老師指導下定期學習。 

 

任何推薦老師都應曾目視過考生的體式和調息練習及觀察過其教

學。 

 

關於師資培訓 

 

1. 我們重申，現在沒有硬性規定要參加師資培訓課程（TTC）才可參加認

證考核。在與各國的教師和非教師成員會面之後，我們發現有許多學生

被誤導，認為認證考核或深化學習必須要通過參加師資培訓課程。我們

希望澄清情況並非如此。 

 

2. 我們發現另一門課程就是「導師培訓預備課程」。顧名思義，這門課程

就是為想要參加師資培訓的人而設。有這動機，學習便不能保持純正，教

學也不能維持純粹。儘管雙方可能是真誠地遵守各自的崗位，但是已經失

去了初心。我們要有純真的心意狀態才能去學習瑜伽。因此，請停止這種

TTC 預備課程。大家可以開展基礎課程、工作坊和研習大會。請不要無知

地誤導那些冀盼學習瑜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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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的師資培訓課程應得到協會承認。如果有些地方沒有成立艾揚格瑜

伽協會，師資培訓課程應由總院認同。雖然我們在「普那章程」中已有提

及，但我們依然發現有數宗違反此規定的個案。因此，我們希望再重申此

規定。 

 

4. 如果學員想要參加經協會批淮的師資培訓課程，必須要完成至少三年的

基礎課程。如果未能完成規定的時限，任何學員都不得參加師資培訓課

程。 

 

5. 在任何地方不得開展程師資培訓課程，除非那個地方已有成熟的習練

者，至少三年跟隨當地認證老師學習或外地老師定期到訪教授基礎課程

（至少 180 課時）。 

 

6. 如當地有中初級 III 或以上認證的艾揚格瑜伽老師，外籍老師或到訪老

師不得開展或參與師資培訓課程。如果當地的老師和訪問老師想合作開辦

師資培訓課程，他們應向總院書面聯署尋求批准。 

 

7. 如具備資格開展師資培訓課程的老師需要遷徙至另一個國家（如海外定

居），該老師首先應開展基礎課程，與當地學生建立融洽關係。除非該老

師身邊擁有一群成熟的學生，否則不應急於在那裡開展師資培訓課程。若

這位新老師要在當地開展師資培訓課程，則需要滿足以下要求： 

 

• 該地區的學生已在當地老師指導下學習至少兩年；及 

 

• 新老師必須舉辦至少兩年基礎課程。 

 

8. 我們要求 Guruji 的資深學生及直屬學生專注在所屬區域建立品質。同

時，在國外開辦課程時，應當先開辦基礎課程，而非密集課程。首要學習

的是基礎瑜伽。前往其他國家教學的老師應開拓基礎課，而不是針對培訓

老師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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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函所提及的所有狀況必須於 2020 年 1 月生效，然而，在這個日

期之前，我們鼓勵各位朝著這個方向邁進。如果可以，我們呼籲各位把

上述的改變即時實施。 

 

我們的請求 

 

Guruji 曾經多次訪問很多不同國家。如果各位仍保存他在訪問期間的視頻，

包括示範、課堂、問答環節或其他片段，我們請求你們提供這些資料的

清單給總院。總院希望保存所有檔案。視乎總院欠缺的檔案，我們會要

求你們提供音像錄影副本。當總院整合了一個完整的清單後，將與各個

協會分享。然後，我們可以一同考慮如何發放這些資料給感興趣的人士。 

 

我們有責任把 Guruji 瑜伽的全貌傳承給下一代。讓我們放下所有爭議、誤

解、困惑以達至一點明瞭。那樣才會引領我們走上成為好的“修習

者”(sadhakas) 的路徑，讓我們的瑜伽意念得以呈現，因而帶著瑜伽的印

記去到來生。我們祝願各位在瑜伽的路上一切順利。願神帕坦伽利保佑

我們 

 

祝好！ 

 

吉塔 S.艾揚格 (Geeta S. Iyengar) 、普尚 S.艾揚格  

(Prashant S. Iyengar)  

謹啟地點：普那 

日期：2017 年 3 月 29 日 

 

免責聲明： 

 

以上為原始英文版的繁體中文譯本。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

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