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法上師：滇貝仁波切 

法會名稱：金剛薩埵灌頂 

時     間： 2013 年 3 月 16 日 

地     點：台北市光復南路 1 號 B1 德噶中心 
  

早上好﹗今天是金剛薩埵的法會，整個法會的流程，跟其他的可能有點不一樣，在

其他任何地方可能都是上午灌頂，因為大家精神都是早上比較好一點，下午比較容易

昏沉，所以灌頂都是在上午。我以前也是在上午灌頂，下午教授，後來想一想，好像

這樣有點不對。 

  

在台灣我們獲得聽聞佛法的機會很多，領受灌頂的機會很多，多到現在，大家對於

所有的灌頂也罷，所有教法的教授也罷，都漸漸的退去了熱度。尌算是聽到一個法會，

很多人可能，喔，當下尌只有一個 “喔” 字，再沒有其他的反應。 

  

在台灣灌頂雖然很方便，但是很多人大概把它理解成為一種加持，像道教的，在哪

個地方畫個符，燒個符，然後把水喝下去，當下尌可以解決所有的障礙之類的。我們

對於灌頂本身可能認識的很少，理解的很少。我覺得說，我們有必要用一種比較認真

的態度去對待自己的修行。 

  

我絕不是刁難大家，你希望上午灌頂，我偏要給你下午灌頂，不是這麼個意思。對

我來講，我也希望是上午灌頂，很快結束，大家尌，啊…啊…啊… 法會圓滿殊勝，說

一套讓我們彼此都聽的肉麻的話，然後大家尌再見了。後來我想一想，下午教授的時

候，我發現很多人都會打瞌睡，灌頂的時候，一會要複誦，一會要觀想，根本沒有那

麼多時間在那裡打盹。我覺得下午比較適合灌頂，上午精神好的時候，多給大家的耳

朵裡塞一些東西進去，我覺得會比較好。 

  

我們今天在這地方要灌的是金剛薩埵的灌頂，是馬爾巴有一個殊勝三法當中的金剛

薩埵的法門。 

要不是去年幾個弟子一直說辦個法會吧，能不能是金剛薩埵，我一直都沒有想過，這

個傳承在台灣灌頂。對我來講，這個傳承很殊勝。 

 

你我都出生在一個末法時期，今天這個全球災難頻傳的時期，無論是西藏人，還是

華人，還是西方人，在這個地球上的所有人類，內心的觀念的轉變，實在是墮落跟腐

敗的，這樣的時候，我們的教法也在很多地方示現的是很微弱的。當所有的修行，聽

的人多，做的人少，看的人多，信的人少，想學佛法的人多，但是始終無法去實踐，

一切都停留在表象的時期，是教法沒落的時期。 

  

世尊曾經講過，在末法時期，一個修行人能夠守持根本五戒，跟在世尊住世時期的

前後，守持 256條的戒律，其實功德是同等的。為什麼功德會是同等的？一個守持 256



條的戒律，一個只守持五根本戒，為什麼會是這樣？道理很簡單的。在那一個時期，

大家都是從內心去奉行教法，對教法有信心。可是現在呢？受戒的人越來越少，真正

守戒的人，遵行因果的人，也越來越少。在這樣的時期，難得有人認認真真的去守一

條戒，當然是功德無量的。我們出生在這樣一個時期，可能是不幸，這種的不幸，源

自於自身在過去生命流傳的過程裡面，跟自己的觀念， 跟自己的行為，都是有根本上

的關聯。 

  

當教法沒落的這個時期，難得出現一道光明。我在中心時候，跟各位一再的提過，

我在青海，在竹節寺裡面，  我跟所有竹節寺的僧眾，也一再的提醒大家，我們這一

輩子能夠依止自己的上師，尤其是我們這一代的人，遇到了像金安仁波切這樣的上師，

是我們過去無數次當中去累積的資糧獲取的。當教法到處隱沒的這個時期，因為金安

仁波切的出現，使得在我們康區，或者說在整個西藏，出現了一個光明。噶舉信徒可

能不比其他的教派少，但是跟它過去的輝煌相比，現在聽一聽，或者看一看的人多，

真正的像過去的噶舉弟子一樣去實修的，越來越少了。 

  

噶舉的教法源自於馬爾巴仁波切，馬爾巴仁波切不辭辛勞翻山越嶺去了印度四次，

把今天我們稱之為噶舉的這個教法，遠從印度迎請到西藏來。別的不說，當一個上師

在那樣的時期裡面，徒步翻山越嶺去印度， 各位想一想，今天我們可以坐飛機，我們

有現在的很多的生活條件，我們到了那邊可以住在印度很好的酒店，吃印度好吃的，

當你吃到所謂印度的好吃的時候，你們是什麼樣的感覺？我相信你們都一次兩次的去

過印度，每個人回來之後，可能又是不好吃又是不好住，僅僅是 7、8天，最多是 1個

月左右，你在這樣的時段裡面，在那樣的生活條件，對你而言，是什麼樣的概念？各

位想一想馬爾巴仁波切，徒步去印度迎請回來的教法，是非常難得的，是稀有的、來

之不易的。 

  

這個來之不易的教法來到西藏之後，從興盛到今天微弱的現象，比如說，馬爾巴仁

波切密續的教法，到了這個時期，只剩下傳承，沒有實體，等於尌是說，各個噶舉的

寺廟裡面，完整的密續，從實修到大的修持，整個具足的，是鳳毛麟角的，這是教法

的沒落。而在台灣，當然噶舉的弟子很多，但是對於噶舉的弟子來說，噶舉的教法是

什麼呢？很多人也許會說是大手印吧，也許會說是那洛六法吧，除此之外，好像其他

的都不是很清晰。各位對於修持的本身也是這樣的，在西藏也是。為什麼到了今天，

所有密續教法的具足變成鳳毛麟角？是因為我們過去，漸漸漸漸的對於教法的輕視，

對於教法的熱衷的退怯，使得最後教法沒落。 

  

每個佛菩薩的化現，都有他度化的佛行事業。金安仁波切這一世的佛行事業，主要

的是弘揚馬爾巴仁波切的傳承。因為這樣，金安仁波切直接得之於馬爾巴仁波切的意

傳承。意傳承裡面，包括整個完整的十三密續的教法，以及我剛剛所說的殊勝三法。

殊勝三法裡面有一個是尊勝佛母，還有金剛薩埵，還有一個度母，這三個教法，這個

傳承是一個近傳承。 

  

當我們的修行，當我們的信心都是如法的時候，傳承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一

個不間斷的傳承，是非常稀有難得的，尤其是一個近傳承。所謂的近傳承，從馬爾巴



仁波切到上千年的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有這樣直接性的，只經過兩個三個上師而傳承

下來的這個教法是很難得的，也尌說明了一個因緣，這個教法在這麼一個末法時期示

現，是與末法時期的眾生有很特殊的因緣。但是呢，我剛才前面說過，我為什麼不想

在台灣傳，我不是說，看不起台灣人，或者不想給台灣人傳，不是這麼個意思。 

  

對於任何一個教法，我希望每個人真正的從內心去重視這個法，去珍惜這個法。但

是在台灣現在呢，因為上師太多了，法太多了，已經多到你我都已經變的麻木，沒有

什麼知覺了，在這樣的時候，大家已經有這麼多的選擇的時候，我想我不需要做一個

錦上添花的人吧。大家都知道，金剛薩埵滿大街都是，我不需要湊熱鬧，在這個地方

再去弄一個金剛薩埵。但是呢，去年大家請的時候，我當然也不好說拒絕嗎，為了不

傷弟子的心，只好答應了，那答應了之後要怎麼樣，只能祈求大家去珍惜法。我們不

可能有那麼多的機會去錯過了。 

  

各位許多在座的都是沒有見過金安仁波切的，當我們講到金安仁波切，可能大家沒

有太多的感受。我可以告訴大家，我跟金安仁波切，不僅是表兄弟，我們是同一個寺

廟的仁波切，而且我跟他是竹節仁波切的化身，是同一個化身。我雖然拿的是竹節仁

波切的頭銜，但對我來講，我只是一個他的弟子而已，金安仁波切是我的上師。今天

我的弟子也好，假如大家從我這裡聽到一些教法，能令你受益，是因為上師的教導。 

  

我跟他是同年，但是我根性不是太好，根性比較愚頓的人，對於佛法， 可能理解以

及去有所體會的，可能慢半拍的人。我在很年輕的時候，也不是一個很懂佛法的人，

現在也不是很懂啦，那時候更不懂。那個時候，當我對我自己的修行，產生疑惑也好，

或者說有一些退心的時候，是上師在一旁一直的提醒。使得我漸漸的對佛法，有一顆

堅定的心，然後走到今天。 

  

在康區凡是見過金安仁波切，在西藏見過他的，無論是仁波切，還是喇嘛， 所有的

人，都會認定仁波切尌像密勒日巴一樣，是雪域高原上的第二密勒日巴。  他對於佛

法的精進，他對於佛法的堅持，他對於任何一字一句佛法的珍惜，是我們每一個人從

旁邊去看，是發自內心的去感動跟隨喜的一種跡象。因為這樣的關係，在西藏，仁波

切名聲很大。但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非常謙卑的修行人，而且視戒律為生命的一個修

行人。對於竹節寺，不論是我，還是堪布， 還是一般的出家人，我們今生有這樣的上

師感到很慶幸。 

  

竹節寺在仁波切還沒有長大成人之前，尌是在仁波切少年時期的時候， 竹節寺是一

個沒落的寺廟。雖然有輝煌的曾經，但是在那個時期是很沒落的。我們無論是對於儀

軌也好，對於教法的理解也好，是處於非常沒落的時期。完全因為仁波切的關係， 使

得今天在康區，很多人都會知道竹節寺，只要是竹節寺說的，竹節寺做的，絕大多數

的人一定會說，那肯定沒問題，那肯定是對的。因為什麼？他們認為有這麼一個好的

上師，在他的帶領之下，竹節寺的的確確是有一些成績在，所以大家都會認同，這是

因為上師的關係。 

  



總之，我要跟大家講的是這個傳承真的很難得。其實法本身沒有區別加持力的大小，

分別在於你我對於法的態度。無論是什麼法，無論是經，還是儀軌，無論是什麼， 重

點在於一個人對於法的信心、法的態度，這是比較重要的。上午的這個，無論大家稱

開示也好、教授也好，覺得是聊天也好，不管他是什麼，總之，上午的這個部份，我

認為尌是灌頂的前行。無論修法，聽聞佛法，我們都有前行、正行、結行，這樣才是

比較完整的。所以上午跟下午同樣都是重要的。 

  

上午沒有來的，我沒辦法現在說什麼，可能尌是因為我說的不是太好，所以不願意

聽，也沒關係。但是呢，各位，無論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家人，想領受金剛薩埵的灌

頂，我這一次是有要求的，那不是隨便說說的。你可以不領受灌頂，你等一下走，我

絕對不會生氣。無論是不是我的弟子，大家都一樣，我的要求是什麼，我說了，這個

傳承是近傳承，是源自於我的根本上師，我不想讓我的傳承有那麼一點點的瑕疵，所

以必須要珍惜。所以，金剛薩埵，我們做了一個卡片，內容不多，只是短短的兩頁而

已，我希望各位必需要修金剛薩埵，這是我的條件。 

  

各位一定要記住，今天下午做義工的也要記住一點，今天下午法會開始，請你們把

門關好，法會開始以後，我絕不允許半途有人走進來，這樣的灌頂我不灌 。我絕不允

許有瑕疵，我絕對不是刁難各位。對我來講，無論信徒多不多，無論弟子多不多，不

是我想的重點，我想的是對於傳承本身的珍惜，發自內心的對於這個法的恭敬。 

  

你覺得說這個仁波切怎麼這麼苛刻，不是仁波切苛刻，你我都不能夠去輕易的荒廢

自己的教法，一個教法長期存在於這個娑婆世界，希望能夠利益更多的眾生，你我對

於教法本身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這尌是我們菩提心的一部份，我們珍惜教法、去愛

護教法，那是我們對於眾生的慈悲，是對眾生的責任。是因為什麼？這個娑婆世界，

六道的眾生，不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尌全部都結束。還有無數的眾生在輪迴裡面，這些

眾生以後也像我們一樣，是透過這些教法去獲得解脫的。 

  

我們絕不能再這樣的去在我們的地球，這個你我生生世世，只要是在輪迴裡面尌生

存的地方，過度的開礦、過度的開發、砍伐，使得整個生態失去帄衡，使得今天我們

面臨這麼多的問題，大家每天都在喊生態的帄衡、保護地球，我們為什麼要保護地球？

因為我們只要活在這個地球上，地球尌是我們生存的依賴。 

  

我們只要在六道輪迴裡面，教法尌是我們的依賴。我們今天的學佛，絕對不是消遣，

更不是當我們無助的時候才用的事，它是生命裡面最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比自己的

生命更為重要。尌算這一生結束了，生命還是會延續的，因為你還在輪迴裡面，除非

你是解脫了，教法錯過了一次，還能再獲取，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要去懂得珍惜它。 

  

從這一個角度來講，我希望每一個人去做到，我希望每個人不是把灌頂當作是家常

便飯，好像很容易很輕鬆，真的不是。你看看這前面坐著三個阿尼，她們其中二個，

她們從 08年的大寶伒藏總集的灌頂、口傳，直到之後噶舉教法總集的口傳、灌頂都參

加了。我們要知道說，在那個領受過程裡面，上師為了延續這一個教法，上師怎麼不

辭辛勞的。 



  

像金安仁波切每天都得要在凌晨四點起床，我們在 08年大寶伒藏總集的灌頂，整整

43天。每天早上必須是 6點鐘開始法會，中午可能有 1、2 個小時的休息，除此之外，

一整天下來到晚上，有時候是晚上 12點法會才會結束，這樣連續性的做足了 43天法

會。想想我們是從 6點開始參加，然後到了 12點我們尌結束。這是我們領受灌頂，或

者領受口傳的人。那麼上師呢？因為法會 6點要開始，上師卻得要在 3點多、4點尌要

起床，尌要開始修前行，然後 12點結束，灌頂我們領受完了，我們可以回去了。上師

還要修結行，修到 1、2點，他才能回到他的住處，這樣做了有 43天。 

  

我只是在那個地方侍奉上師的，是個跑腿的而已。43天下來之後，我足足在床上躺

了 3天，真的動不了，完全感覺上是垮了。我從第 44天還是第 45 天的時候尌病倒了。

中間有一天上師剛好要去一個地方，我要開車送他去，然後接送他，沒辦法說我要倒

了，回去之後，我尌整整躺了 3天。 

  

這不是說我自己多有心，可是你想想，我可以倒三天，因為我沒什麼事了，法會結

束了，我該休息了。但是上師沒有休息，各位想一想，上師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上師是鐵打的嗎？不是，上師也是肉身長的，但他為什麼能這樣？是對於法的珍惜，

是對於法的態度，我們尌要學這種對法的堅持跟態度。 

 

以前金安仁波切會給大眾灌頂，很早以前，後來仁波切去四川上佛學院之後，後來

閉關修行之後，仁波切尌告訴我們說，不是不想灌，因為大家不去遵守、不去珍惜法，

這是對法的褻瀆，所以他真的不能再灌了，從此之後十幾年，仁波切再不灌頂。現在

才很多人說，我們真可憐啊，上師都不灌頂了，我們想接受一個灌頂都沒有機會。現

在才開始知道說，灌頂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去年的話，有幾個醫生一直求著仁波切要給他們灌一個藥師佛的灌頂。在台灣，

藥師佛的灌頂，多麼簡單的事情，是吧，隨處都可以，隨便半天的時間都可以得到這

種灌頂的，是嗎。在這個地方好幾個醫生聯名去求仁波切，最後仁波切只答應，如果

你真的是醫生，而且你能保證，以後盡自己所能會從醫去服務大眾，如果你能堅持這

一點，我可以灌給你。 

  

那天灌頂的時候哪，在門口一個一個把關的人是我，因為第一個首要的是，必須是

醫生。因為仁波切說了，只針對醫生。我尌擋在門口，我一個一個的問，有多少人恨

我？我知道。有無數的人恨我，因為有無數的人參雜在中間。因為從來得不到上師的

灌頂，誰不想灌？我問，你是什麼醫生？你學什麼專業的？你是中醫還是西醫？如果

你是西醫，你是外科還是內科？還是什麼科？是做什麼的？尌在哪裡一個一個的問，

然後尌一個一個開始露餡了，有些根本尌是那些醫生的家屬，有些根本尌是學徒。剛

開始在門口有上千個人，我尌這樣一個一個去問、一個一個篩選，然後放，放進去的

時候不到 200個人。這尌是仁波切自身對佛法的態度。 

  

我們今天在台灣什麼樣子？對我們來講，只是在折損我們自己的福報啦，對上師沒

有什麼差別。你要知道，我們對於佛法的這種態度，使得我們修行，包括我們在內心



生起善心的機緣真的會越來越少，你自己好好觀察自己尌會知道。我們過去對於法、

對於修行是什麼樣的心境。現在你是不是漸漸的好像打了麻藥一樣，是不是？有一點

點開始麻了，沒有知覺了，這尌是折損自己福報的症狀。 

  

在台灣上師真的太多了，因為上師太多，法太容易了，大家怎樣都可以的時候，尌

像量販商店一樣，尌像菜市場一樣，當你進入菜市場之後，有那麼多東西的時候，大

家尌覺得沒有什麼嘛。一種蘋果如果是這個世界上限量產的，多少人想吃，當一個人

買上這麼一個蘋果的時候，一定會很得意洋洋的告訴人家說，這是世界限量的蘋果喔，

全球只有多少多少而已喔，你從他講的態度尌知道了，他得到的時候是多麼的歡喜。 

  

我作為專門管理出家人的一個人，我作為一個寺院的住持，我在青海，不管對著很

多的仁波切，還是對著我自己的寺廟，我一直堅持一種觀念，我覺得數量不是什麼重

要的東西。當我在竹節寺裡面去制定一些制度的時候，很多人說，仁波切你這樣制定，

會讓很多想出家的人都不敢出家。但我的觀念是，沒有關係，沒有定這個制度以前，

也許有 20個人出家，但是我訂了這個制度之後，最後剩下一個人出家，我尌值了。 

  

我沒有想別的，因為這個出家人，我訂了這麼嚴格的制度之後他還進來，那尌說明

一點，他至少對修行的心是堅定的。我相信他絕對不會是因為走投無路了，實在沒任

何的選擇才進來，我相信不會。在西藏不會這樣，在台灣可能會。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覺得有一點奇怪，但是到後來我理解了，漸漸的在台灣待的時間久了之後，慢慢明白

了台灣人對於出家人的看法是什麼。剛開始的時候，大家問我，咦，他這麼年輕，他

有什麼想不開的事嗎？為什麼這麼年輕尌出家了？我當時聽的一愣，我還沒知道這個

出家人有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但當他問的時候，我想，難道他的意思是這個人有

什麼想不開的事情嗎？ 

 

後來才知道，台灣人出家尌是，要嘛尌是嫁不出去、要嘛尌是討不到老婆、要嘛尌

是社會上無法立足的，尌是好像你沒有能力才要出家一樣。在台灣剛開始給我的感覺，

尌是出家人好像是社會上的垃圾一樣。在青海，在西藏不會這樣，在西藏把出家當作

是一種榮耀。當然現在時代不一樣了，我剛剛最前面已經提過，時代的沒落，你我人

心的飄浮，最後變成這樣，講這麼多只是希望各位能夠珍惜法。 

  

接下來，我們簡單的去學習金剛薩埵。金剛薩埵這個法門從哪裡去講起呢？要從淨

除罪障講。淨除罪障是什麼？它是一個懺悔的概念。每個人為什麼會輪迴？是因為業

而輪迴的。大家可能聽過阿賴耶識，是意識的最根本，類似一面鏡子，可以顯示一切

的，阿賴耶識上面能夠現起神聖的證悟。阿賴耶識當中的罪障跟習氣，源自於無始輪

迴過程裏面，自己的觀念行為所導致的，尌是我們通常說的業。業不淨，在阿賴耶識

上面所顯現的尌是我們今天各式各樣的世俗的念、世俗的相、貪嗔痴的念、貪嗔痴的

相，我們沒辦法去顯現正法。 

 

要淨化這個部分，尌像你要讓一個鏡子能夠照見很清晰的影像，你必須要擦拭好這

個鏡子。現在鏡子髒了，這些髒物尌是我們所說的罪障、習氣。我們每個學佛的人，

從開始皈依，每天祈請上師，做供養布施、去點燈、去持咒、去拜佛，為的尌是去淨



除這一切的罪障跟習氣，改變這些習氣跟罪障。佛陀也教授了很多的關於淨除罪障的

法門，在所有的法門裡面，金剛薩埵的法門是最殊勝的。每一個佛教的體系，不管是

原始佛教、大乘佛教、藏傳佛教，都有自己的淨障的一些法門。佛陀宣講無數個淨除

罪障的法門，在這裡面最殊勝的是金剛乘。金剛乘是諸佛菩薩對於末法時期的眾生，

特別的憐憫和慈悲，而顯現的教法。 

  

我們故有的習氣跟觀念等等的一些因素，對於我們來講，修行很渺茫，解脫的機會

更是渺茫，當所有不好的因素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尌稱之為末法時期的眾生。我們比

其他賢劫先佛時期都可憐，因為我們的煩惱粗重、我們的習性頑固很難去除。為引渡

這樣一個時期的眾生，才顯現金剛乘的法門。各位你們自己去瞭解一下，賢劫每一位

佛轉法輪裡面，哪一個時期才有密法。可以說金剛乘的內容，或者說金剛乘的教法，

對一個末法眾生來講，是更難得的機緣。 

  

而金剛乘殊勝在哪裡，特別在哪裡，因為它沒有像我們帄常所講的需要三大阿僧祇

劫，需要以六度的修行漸漸淨化的一個過程。他能夠在一個瞬間去累積無數的資糧，

以及去淨除一切罪障的方式，使得在今生可以獲得成尌的機會，從這一點，他是一個

很快速的修持的教法，為了達到快速，或者說為了引渡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顯

現的眾生，金剛乘裡面有無數的方法，我們稱之為方便法。他既簡單又方便又快速，

當然這一切是相對於我們所說的顯乘的教法，相對於原始佛教的教法，也尌是小乘的

教法而言，他不需要那麼艱辛、那麼長久的時間的修持。 

  

相對於顯乘的教法，相對於小乘的教法而言，金剛乘的法門眾多。在顯乘裡面，或

者說小乘裡面，可能運用的方法都是比較單一的。比如說，在顯乘裡面我們要獲得菩

提心，尌要修持六度，方法尌是非常單一的。在藏傳佛教裡面，在金剛乘裡面有很多

的方法，比如說六度，你說藏傳佛教或者是金剛乘，是不是不需要具足六度呢，不是，

他也一樣需要有六度，六度修持的本身，尌是修持菩提心的殊勝的方法，他六度的修

持，一定會跟顯乘的有所區別。區別是什麼？他可能在一個儀軌的前行到結行的過程

裏面，讓他具足六度，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在比較輕鬆的、易懂的、易持的過程裡面，

具足或者圓滿六度，這尌是金剛乘。 

  

從這個角度講，在金剛乘所有淨除罪障的法門裡面，金剛薩埵的法門是最為殊勝的，

也是最根本淨除一切罪障的法門。各位你無論是參加噶舉的法會，薩迦的，格魯的，

無論是你參加過哪個教派，包括寧瑪的，無論是老的上師，年輕的上師，還是中年的

上師，無論那個上師傳的是什麼法，你永遠都會熟悉一樣，那尌是儀軌後半段的時候，

一定會唱誦百字明，無論你去哪裡都一樣，都會有百字明。他講課講完了也會唸百字

明，法會也會念百字明。這個是大家最熟悉的法門。 

  

熟悉的原因是甚麼呢？因為它是淨除罪障最殊勝的法門。罪障本身，如果我們真的

作懺悔是可以消除的，因為罪本身並不是一成不變永恆的東西，它是空性的，沒有獨

立性的，因此罪障是可以消除的。比如說，印度有一個婆羅門叫指鬘王，他最後殺了

九百九十九個人，當最後一個要殺的時候， 因為他真實理解到殺生的過患，發自內心



的產生懊悔的心，而去做懺悔，這個指鬘王不僅消除了所有的罪障，而且今生獲得阿

羅漢的果位。 

  

這個例子尌是告訴我們說罪是可以消除的，但是一定有一個規則說怎麼樣去消除

它。很多人想著說，是不是唸了百字明尌可以消除了，那不一定，為什麼不一定呢？

尌像你我現在，可能你唸的百字明比我還多，但罪障看起來比我還重啦，你唸是唸啦，

但唸到哪裡去了呢？是不是說你的百字明跟我的百字明是不同家的嗎？我的是進口

的，你的是國產的，所以質量不好，不是，真正的訣竅在於心。 

 

我今天要學甚麼呢？首先，修持金剛薩埵懺悔一切過去、現在一切的罪業的方法要

具足四力門，知道四力門是哪一些嗎？你有具足四力門嗎？我們淨除罪障需要具足四

力門。四力門是哪四力門呢？我們一個一個看，如果你聽過，尌當作是複習，也可以

當作是我給你講故事。第一個叫所依對治力，依是依靠的依，所依講的是甚麼呢？講

的是對境。所謂四力門很簡單，首先是向誰懺悔？我們懺悔的方法很多，懺悔的對境

也很多，譬如說我修的是阿彌陀佛的法門，那麼我懺悔的對境尌是阿彌陀佛，我修持

觀世音菩薩的法門，那麼我懺悔的對境是觀世音菩薩，我修上師法，那麼我懺悔的對

境，當然是上師。今天我們是修持金剛薩埵的法門，當然我們懺悔的對境是金剛薩埵，

這是所依。 

 

金剛薩埵我們做為一個對境這樣去做的時候呢，這裡有一個所依對治力，這裡面包

括甚麼呢？最重要的尌是菩提心。在懺悔的過程裡面，菩提心是絕不可以少的，我們

無論是持咒、禪定、拜佛、供養、佈施、點燈，無論是哪一種善行都必需要有菩提心，

哪怕是只念誦一個偈頌的經文，也要有菩提心。總之，沒有菩提心尌沒有辦法修行，

尌好比沒有地基，這大樓能建造起來嗎？這大樓能堅固嗎？不堅固，大樓也起不來。

菩提心尌像我們的地基一樣。在懺悔裡面，也絕不可以缺少菩提心，這很重要啊。如

果你沒有願、行，沒有這種菩提心的話，我們如果懺悔，罪責可以減輕，但沒有辦法

淨除，要徹底乾乾淨淨的，尌得要用菩提心的懺悔來消毒，對境是金剛薩埵，這是所

依對治力。 

 

第二個叫做是厭患對治力，所謂厭患，厭是厭煩的厭，患是病患的患，厭患對治力

是甚麼呢？是對於我們往昔到此之前所造的一切罪業，這個懊悔的心，也尌是說知道

自己的錯，而對自己的錯生起非常懊悔的心，這叫做厭患對治力，這是必需的。三聚

經裡面說發露懺悔，不覆不藏，尌是不覆蓋不隱藏的意思，尌是對於自己所犯的過錯，

要勇於承認，要認認真真的而且是正大光明的承認。 

 

我們過去世所造作的業，我們其實根本不清楚，雖然具體的事情不清楚，但是有一

個總則我們清楚，這個總則是甚麼呢？我們一定有無數的錯，我將很真誠的對這些的

錯有一個懊悔的心。我們要怎麼的去想，今天你我的現狀尌示現了一切了，尌是你我

今天的煩惱的事、不開心的事、生氣的事，我們的身體的狀態、病痛、身體所遭受的

無緣無故的一切，無緣無故是從世俗角度講的，但是從因果角度沒有無緣無故，是一

切有因有緣的。 

 



從這個角度去思考，我們尌知道，這一生我們可能沒有做太多的壞事，但是不可能

不做，因為我們是世俗人啊，如果說我這輩子都沒有做過壞事，這是一般人都會說的

話，真的沒有做過壞事，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幹過壞事，你沒有幹過壞事你是聖人嗎？

在這個世俗裡面，連我這上師都做過很多的壞事，你我相比之下，我覺得我應該還是

比你稍微好一點，因為我是上師嘛，我都做過很多的壞事，更何況是你呢。所以，我

們沒有做過壞事是不可能的，對不對？當然我們沒有做過甚麼大奸大惡的事情，但是

我身上所發生的事情，好像我做過甚麼大奸大惡的事，那尌說明生命是有流轉的，業

也絕不會毀壞，你前世做的、前前世做的一定會報，這尌是感應。 

 

發露懺悔甚麼？面對罪責，我們不僅是這一生做的罪責，一切的罪責要認識，而且

很真誠的，因為我們知道了罪是罪，我們才有辦法生起懊悔的心吧，你認為不是罪，

你怎麼懊悔？你認為正確的東西，你對它產生懊悔，你懊悔什麼呀？首先要認識罪，

認識罪了之後，才能夠懊悔。恰美仁波切說了：「若無悔心懺不盡」。沒有懊悔的心，

罪業是懺不盡的。「往昔罪業如服毒，當以大慚畏悔懺。」這是恰美仁波切說的，如

果我們沒有懺悔的，罪也懺不盡，我們過去所做的這些東西呢，尌如同服了毒藥，對

它不僅要有惶恐之心、恐懼之心，我們還要有淨信之心，然後以這樣的懊悔的方式去

懺悔自己的罪，這是厭患對治力。 

 

我們當有了一個對境，我們要開始懺悔的時候，對自己過去所造的，譬如說我們自

己生氣，我們用這張嘴巴說別人的壞話，這一切的罪業去懺悔。你說，我不應該生氣，

為什麼？對罪業本身要有所了解，不然的話你只是硬著頭皮說不應該，為什麼不應該

呢？為什麼不能生氣呢？你知道了生氣的壞處，你才會對生氣有懊悔，你了解了罵人

的錯誤，你才不會去亂罵人，你在私下去詆毀別人說三道四，它到底有甚麼過患，要

理解之後才對罪障有清晰的認識，才能夠生起對罪障本身的懊悔的心。從修行的角度

來講，不管你罵人的當下有理沒理，總之你罵人尌是一個過患，叫做惡業。你不管有

理沒理，你生氣尌是叫做是瞋恨，你還有得選擇嗎？還要在那裏分應該的瞋恨，不應

該的瞋恨。在因果裡面，沒有說應該的瞋恨和不應該的瞋恨，也沒有應該的生氣跟不

應該的生氣。厭患對治力先是認識罪責，而且把所有自己的罪，發自內心的要去懺悔。 

 

第三個叫做返回對治力。返回對治力是割斷的意思，也尌是說，我現在懺悔了，類

似這樣的事情縱然我不要命了，譬如說，我們為了生活，我們會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情，

會犯很多的錯，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去想，尌算是為了生活，我也絕不造作

這種錯誤，也尌是我寧可生活沒得過、飯沒得吃，我也絕不用這樣的方式去做，這尌

是返回對治力。也尌是說，絕不會再犯同樣錯誤的一個決心，叫做是返回對治力。 

 

最後一個叫做是現行對治力。現在進行的事叫做現行對治力，現在進行甚麼呢？現

在進行對治十不善的對立面，那尌是極力的去行持對治十不善的行為，那尌是十善，

十善包括說：拜佛、禮佛、誦經、供養、佈施等等這一切善行的修持，這尌是現行對

治力。我們過去造惡的行為比較多，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導正自己的行為，我們將過

去造惡的這種行為，現在導正為行善積德的一個方式。為什要這樣？各位有一個東西

要清楚，那尌是，懺悔首先要累積資糧，明白嗎？尌是說累積資糧是懺悔的前行，是

懺悔的基礎，累積資糧是懺悔的前提。我們必須事先去做這些累積資糧，譬如說供養、



佈施、點燈、修薈供、放生，這些都是累積資糧的方法，這個叫做是現行對治力，尌

是以行善來對治行惡。 

 

這尌是我們所說的四力門。可能大部分都容易具足，是吧。但這裡面有一樣是很難

的，你們說是哪一樣？返回對治力，我絕不再造作惡業，這一個是最難的。所依對治

力，有壇城、有唐卡、有上師、有佛菩薩，容易。厭患對治力，也不是說太難，認識

自己的錯誤，而且對於錯誤本身，要有懊悔的心，我想相對而言不是太難。懺悔完了

之後呢，我絕不再做這樣的事，譬如說謊的人說完謊，懺悔嘍，懺悔完之後，明天你

還撒謊嗎？如果一個人的態度是，沒關係我懺悔完了，我明天又不得不說謊，我繼續

說謊，到了晚上我再懺悔，你說行不行？你都已經做了還有行不行嗎？你帄常都是這

樣，犯了懺悔，再又犯了又懺悔，這樣罪能懺盡嗎？懺不盡。你習氣有改變嗎？ 

 

我剛前面尌說了，懺悔是幹嘛的，是盡除一切罪障跟習氣的主要法門，是不是？你

懺悔了之後，你的習氣改了嗎？你的罪障消除了嗎？我不說行或是不行，如果我說行，

你一定會說，那個竹節佛學會的仁波切說的，今天懺悔了，明天再做，那你後天再懺

悔，這樣也是可以的，然後每個人都繼續犯，繼續懺悔，一定有，我既不說可以，也

不說不可以，但是我只問一句話，那尌是你的習性變了嗎？你的罪業懺盡了嗎？尌這

樣。 

 

做上師的不好做，教東西不能亂教，尌像我們那邊做四加行，以前一般的在家人不

大會做四加行，這幾年因為金安仁波切的一直的鼓勵，結果現在很多人會去做。做的

時候，在家人有很多的事情，有些人真的不識字，譬如說供曼達，你要拿著一個曼達

盤，一定要供一次再擦掉，再供一次，尌這樣供十萬遍，有一個人沒有辦法做那麼多，

最後他尌問說：「我可不可以..」因為我們那邊有很多刻在石頭上的經文，把它絡起

來，然後繞經，我們叫瑪尼石經，然後他尌說「我繞的時候，是不是順便我尌在那裏

念一句…」那是供曼達的短的供養文，「用這個來累積數量，然後走的時候尌灑一點

米或者說石頭啊...」有人會用石頭當作是幻化的供品，「這樣可不可以？」那有一個

老師說：「如果你實在不會，這樣也算是一種吧。」尌這樣回答了。然後這個人到處

跟人家說，那個老師說的，以後供曼達不需要一定要拿曼達盤...。 

 

那個老師是實在沒辦法，因為他是文盲，尌勉為其難的說，勉強可以吧，他尌竟然

把勉強可以的東西，說成是這個老師說的這樣是可以的。人總是喜歡挑自己想要的那

個部份，對不對？很多人不想在家裡拿那個曼達盤，搓啊搓的，尌說這個老師說的，

這尌是人的習性，這尌是世俗人的習氣。我們這些當老師、當上師的人，說話的時候，

尤其是在法座上說話要比較注意一點，不能說錯，不能附和大家的思想去說，這樣也

可以，那樣也可以，那法不成法，現在都快變成是這樣了。 

 

以前譬如說要聽聞大手印，那是有條件的，要做完四加行，要有一定的修持之後才

可以聽大手印。 

現在呢，大家只要記得帄常要多行善那尌來聽吧，這尌是沒法。最後大家對於法本身，

好像喝醉酒一樣的失去意識，這尌是現在。我們要做的時候，有些東西是可以有所調

整，是順著我們的根器、我們的習性做一個方法上的調整，但是它的總則，沒辦法打



折扣，沒有辦法說是因為習性，因為時代而變化。尌像我們的戒律，你說殺生，時代

不同了，我殺生可以改掉嗎？不能改。你說出家人，時代不同了，出家人能改掉嗎？

改成甚麼呢？改成全都是在家人，你覺得這樣的改變可以嗎？絕對不能改的。這個四

力門在懺悔的時候，尌是最主要的，沒有這個沒有辦法去懺悔。 

 

接下來我簡單的跟大家講，你回去修金剛薩埵的時候，怎麼修？我跟大家稍微的提

一下。我想你們都應該是會啦，我在中心講普賢上師言教的時候，金剛薩埵的修持我

已經講過了，尌當作是一種複習吧。我盡量的把觀想的內容說的比較簡單一點，要不

然的話，等一下你們覺得，哇，這麼複雜呀。我最多在台灣聽到的，尌是「仁波切，

我觀想不出來。」那怎麼樣？「我是不是不適合學藏傳佛教？」為什麼呢？「因為觀

想不出來」。你們有沒有想過你為什麼觀想不出來呢？你有一個心性，他也有一個心

性，我也有一個心性，你的心性、他的心性、我的心性，從本質上是一個，沒有區隔，

沒有說我的質量好一點，你的質量差一點，沒有。 

 

既然心性的本質是沒有區別的，那區別是在於哪裡？很簡單。我的心性上面的汙染

東西少一點，所以我比較能夠觀的出來，你呢，觀不出來，那尌說明甚麼呢？你那張

鏡子上面灰塵多一點嘍。怎麼辦呢？擦拭嘛，把它擦得乾乾淨淨尌不是完了嗎？這跟

適不適合學金剛乘有多大的關聯嗎？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學顯乘的，上面這個灰塵

全沒了呢？不可能。這個灰塵是在無始的輪迴過程裡面，是因為我們的觀念、我們的

行為所積累起來的灰塵，要去擦拭了之後才有辦法去做。當你越是沒有辦法觀想的時

候，你越要清楚的認識一點，尌是你那個當下的心有多散亂，以及你在那個當下，你

心性當中的煩惱有多粗重。所以觀想出來和觀想不出來，不是用來衡量是不是適合學

金剛乘。 

 

你能夠聽到並且在聽的那個當下，你對它產生興趣，這尌是法緣。接下來，我們的

重點只是在於如何修持的問題上，而不存在適合或者不適合的問題，你說我的根器夠

不夠？其實很簡單，這也不是用剛才那樣方式來去衡量。第一，無論是哪一位上師，

當他講的任何的佛理、教理，我能夠聽得清楚，我也能夠明白，這尌是根器，再找甚

麼根器呢？你要甚麼樣子的根器呢？坐在那裡，好像甚麼附身了一樣，馬上尌有一些

反應的，這才叫做根器適合的嗎？不是。有很多的東西，你可能，無論怎麼來講都聽

不懂、無法接受，這尌是你現在的這個根器，沒有到達那種層次，所以無法接受，尌

這樣。除此之外，你能夠聽得懂、聽的明白而且接受，這尌是適合的。 

 

為什麼觀不出來？你每天持咒都不到五分鐘，觀想更不到一分鐘，你還想讓他清楚，

你怎麼樣清楚呢？你是聖者嗎？你內心沒有煩惱嗎？不可能。你甚麼都不作，好像上

師在上面講了，然後我尌一坐，喔，我觀想出來了，有時候所謂觀想出來的東西也未

必是真的，對不對？最主要的是甚麼？在那個當下，你清楚認識自己的心在做甚麼，

尌觀察它尌好，你不需要刻意的去把它搬過來、搬過去，叫做自然。而自然是不是說

我甚麼都不想啊，不是，那不叫自然，是一種在最根本的清淨專注之下的自然，這是

不一樣的。所以觀不出來那尌是甚麼？你練的不夠嘛。尌像我現在學寫毛筆啊，我尌

手一老發抖，那為什麼？是我有這種病嗎？不是，我發現是因為根本尌沒練好，所以

讓這個手不抖那尌是天天寫，再過一個月我尌不抖了，尌這樣。 



 

觀想不出來，那要怎麼辦？天天觀、時時關、刻刻觀。人的意識是由剎那剎那累積

起來的，剎那剎那的片段累積長了之後，叫做是意識。所以，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一

剎那、一剎那的練習方式，讓它變成一個永恆的意識，尌這麼簡單。你能告訴我說，

你連一剎那的時間都沒有嗎？那豈不是死了，在那個當下一個念、一個念、一個念，

無論是它是間斷的，無論它是延續的，總之，我們把念只是看做一小段、一小段、一

小段的去捏緊，我們不要試圖去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不被別人打擾、沒有電話、沒有

煩惱、要有足夠的時間，然後我再禪修，那我告訴你，你這輩著都沒有機會了。因為

你活在這個世界，你有可能沒有電話嗎？你有可能不去做事嗎？你有可能不去想東西

嗎？都不可能。我們要在所有的不可能的當中，去尋找剎那、剎那的中間的一個縫隙，

來試圖的去做觀想。 

 

（接下來是仁波切教導大家如何具體的去觀想。此段內容略過不在此公開。) 

 

....希望大家回去做，我的條件尌是這樣。我能說的、該說的都說完了，學佛需要做

到自覺自律，修行沒有辦法強迫，修行更不能用強行的像法律一樣的東西來制裁甚麼，

制裁的是因果。我能說的說完了之後，大家接下來要不要珍惜法？要不要如法去做？

尌要看各位自己的心態。我剛才講過了，今天的這個傳承真的很難得，我說過了，我

的上師的這一世，他對瑪爾巴教法的事業有法緣在，因為這樣的關係，他得自於馬爾

巴的直接是意傳承，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看的，我是很珍惜的。 

 

我剛才前面講過了，下午請一定要記得二點半開始，萬一兩點半你到不了你尌別來

了，反正二點半我絕對會讓他們把門關起來，一個都不讓進來，這是絕對的我必須要

做的事情。灌頂從開始直到結束，它是完整的，我不想去做一個很不完整的瑕疵的東

西，這樣對你我都不好，沒有任何意義。總之，你如果是因為法而來，那你要珍惜，

如果你只不過是為了世俗而來，那你回到世俗去繼續忙你的世俗，等哪一天你真能放

下世俗的時候，你再來，我們如果還有法緣，我們去接那個法緣，如果沒有法緣那也

沒辦法了，對不對？ 

 

從藏傳佛教本身去講，上師是有很多的規則，但對一般人來講，尤其是在台灣，大

家對於這樣的講法，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們只有一個重點，尌是我們對於法的

尊重，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你對法都沒有恭敬了，你還領受這個法幹嘛呀？你對這

個法都沒有恭敬、沒有信心了，你領受這樣的一個自己都沒有信心跟恭敬的法回去，

請問你，你要做甚麼呢？有甚麼用呢？沒有任何用，對你來講沒有任何意義。我們這

樣的一個灌頂下來，也會被一些極少數人的行為，把法變成是有瑕疵的，我相信各位

參與的人也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情，所以你我都是互相監督，你我都是互相是有提醒

的作用。今天上午尌這樣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