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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長壽佛灌頂 

傳法上師：滇貝仁波切 

時  間：2008年 2月 5日 

地  點：直貢噶舉共修學會 

 

  此次長壽佛灌頂的緣貣是為了在新的一年為兩位法王祈福，希望兩位法

王常住久世所做的活動。兩位法王的健康長壽對直貢噶舉太重要了，這個部份

我應該不必多說各位也能明白，但我想長壽佛的灌頂對我們自己也是需要的，

尤其是在這個末法時代天災人禍不斷的年代我們更是需要，像現在人的壽命短

就是福報盡了，我們每個人更是需要長壽佛的修法。 

長壽佛本身是有一個很長的儀軌，我們現在以長壽佛觀想為重點，我們修

的方式先念四句祈請文，然後就開始持，持咒後再將次數圈好。此活動緣貣發

心提到只要有歡喜心就夠了，不限定次數，相信這很符合大家的意思，但是我

仍希望大家至少能持十萬遍，這是我的意思，你可別下次看到我的時候就胡亂

填幾個圈圈，這樣不行。 

一個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要有始有終，今天有這灌頂是因為我想透過這個

法門對眾生，也就是所有的六道眾生效一點力，如果我們是以這樣的動機來灌

頂來學習佛法的話，我們應該拿出我們的真誠來好好的去修、好好的利用珍惜，

這樣我們才不會變成我昨天說的那樣變成口號，而是實際的行動。佛法為什麼

講聞思修？如果我們天天只懂得去聽，只懂得每天去參加法會，而不懂得去進

一步的實踐，那你就是一個缺了手臂的人，你就像是只有一隻手臂。 

要獲得真實的菩提心，首先要去練習慈悲的心，是大乘的慈悲心，可是你

說小乘有沒有慈悲？它也是有慈悲。但是它的慈悲在佛教有一個比喻，好比一

個斷臂的母親，看到她的小孩掉到水裏被洪水沖走的時候，就算想救也沒辦法

救，因為她沒能力，沒有手去救。同樣的道理，我們每一個人如果今天在修行

上，把佛法當成只是一個概念性，那我們就是這個斷臂的母親，當我們看到那

些可憐的眾生的時候，你只能對著他說你好可憐，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因為我們沒有手，想拉一把也沒這個機會。 

所以，當你看到你周邊包括你自身的這些痛，你要想解決，勢必需要有個

「能力」，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三尊菩薩，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跟金剛手菩薩，

這三尊是大家再熟悉不過了，這三位菩薩本身就是佛，但是以菩薩的形態來利

益眾生。這三尊我們通常把他們稱為三怙主，這三怙主所代表的是佛智慧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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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怎樣代表三個面呢？我們都知道文殊菩薩是智慧之主，觀世音菩薩是菩

提心之主，金剛手菩薩是力量的象徵，也就是說代表佛菩薩利益眾生必須具足

的三個條件。我們首先要懂得方法，比如一個醫生在看病人之前首先懂得診斷

病情，之後，醫生雖然知道病人的病情，但是他如果沒有心幫你治病的話，對

我們來講，這個醫生醫術再高明也沒有用，對我們是沒有意義的，願意去看那

就叫慈悲的心。有時候醫生有技能懂得看，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很有名氣的醫

生幫我們看病，我們也吃了好多的藥，但都對我們沒有效果，這個就是沒有力

量。 

當我們有心想幫一個人，也懂得去幫他但沒有力量幫他，所以需要能量。

我們在修行上也是要具足這樣的條件，比如說智慧與慈悲的具足，在實踐的過

程能儲存能量。在菩提心裡我們提到說，眾生從開始學習佛法，直到證得正果，

從修持的過程裡面，你是為眾生來修持，當你證得正果成為佛陀的時候，你還

是為一切眾生。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利益眾生，利益眾生的過程必須要有

智慧與慈悲，要有更大的能量。  

我們要知道，佛法裡不存在形式更沒有口號，很多人認為說在現實裡面，

比如說這個人現在有痛苦，你去幫他、安慰他，這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

從佛法來講，是不是真正的去利益？不是。因為你幫他解決的是暫時的問題，

你根本沒有能力從究竟上去解決他任何的痛。你現在的安慰只是暫時性的安

慰，他透過你的安慰，把目前的這個事情，有可能從他心中暫時放了下來，但

是人只要活著事情是不斷的重來，所以還會有第二次。 

我們在台灣有人間菩薩，人間菩薩是好，但是不是究竟，不是。我們不否

認他是利益眾生一個階段的方法，但是如果用人間菩薩這樣的方式來描述菩提

心的話，這個菩提心是不堅定的菩提心。這個菩提心，只能是停留在世俗階段

的菩提心。我有信心幫他，我希望他脫離苦海，究竟的菩提心是要證得空性的，

大家如果在概念裡面，只有用物質、用某些的行動來利益眾生，你說這種心會

證得空性嗎？沒有空性的菩提心就不叫究竟的菩提心，唯有真正悲心與空性的

雙運才是究竟的菩提心。有些人修持大手印，很有心得，好像證悟了空性，你

要看一下他有多少菩提心，根本沒有菩提心，你見過證得空性、證得大手印之

後，還沒有菩提心的人嗎？真正大手印也就是獲得究竟的菩提心。 

從修行的開始，我們要知道究竟，空性不是那麼適合用文字來描述，但是

我們人智慧有限，所以需要借助某些的工具漸漸去體會什麼叫空性。我們在文

字上所看到描述空的現象，只是藉助文字，而真正空性需要的不是用文字來描

述。如果是透過文字概念來製造的空性，那是概念性的空性，那不叫真正的空

性。最終真正的空性如何去證明，必須透過實際的操作，比如說我們講歡喜，

就單單用一個名詞，在座每一個人都同樣聽到歡喜，我們去理解歡喜，我相信

你心中認定的歡喜跟我心中認定的歡喜是不一樣，我們不會有同一個概念。比

方說描述歡喜，什麼樣才叫做歡喜？你有你的描述，我有我的描述，我們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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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都是透過我們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受去描述，首先，你沒有過歡喜，你沒

辦法去理解什麼叫做歡喜。比方說七天沒有吃到東西，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對

台灣人來講，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講，他只能去想像，以前在藏區去繞雪山或是

到雪洞去修行，七天八天沒有吃到東西是常事，他知道七天沒有吃東西是什麼

感覺，他馬上會有個認識。像我們現在講空性，你認為空性是什麼都沒有還是

怎麼樣？當我們沒有體悟空性時，我們只能透過我們之前學習過的文字，來描

述空性是怎麼樣，當所有的人只是停留在學習的階段，只是停留在去認識概念

性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覺受。 

好比一群出家人在討論大手印，說大手印是怎麼樣的覺受？然後一個出家

人說他在修持大手印已經有所收穫，當他真正的證到自性的時候，他聽到很大

聲像是海螺似的聲音，然後有一個人說他聽到的是水的聲音，真正看到自性或

是證到自性的時候是這種覺受嗎？說來說去最後的結果是--這種聲音只是在修

持大手印或是修持自性過程裡面的一種覺受而已，並不是真實的證悟。真正證

得大手印的時候，會有聲音、名詞來告訴你，是這個樣子或是怎樣的感覺嗎？

我們都知道，所有的感覺一切的相都是虛幻的，既然相是虛幻的，那聲音也是

一樣是虛幻的，如果大手印最終的證悟自性是可以用聲音來描述的話，豈不是

開玩笑嗎？ 

比如說你聽很多很多的課，聽了這麼多的課你要去描述一個東西，你只能

藉助文字，你只能利用你曾經聽過的概念去描述，你會有自己的體悟嗎？不會。

因為我們沒有去實修嘛。如果你不去實修，那我可以告訴你不會有後路，你永

遠是停留在認識的階段，你不會有下一步，我們每個學佛的人，都要知道不僅

僅去聽、不僅僅去看，而是要實際去操作，否則就永遠留在書本裡面。 

以前我學藏醫的時候，老師叫我背很多的書，我不想背，有一天老師跟我

唸了一段藏文，意思是告訴我「智慧留在書本中難有作為」，我當時聽了不了解

意思，我也沒有去想。老師說你背不背，我說唉啊真背不動記憶力不好。大約

是過了一年兩年，有一天老師跟我說你可以畢業了，你可以去行醫了。我天天

都在等待這一天，因為想結束嘛，我當時有點不相信以為老師是要捉弄我，我

說是真的嗎？他說是真的啊。他說你明天去買藥，他就幫我寫了買什麼藥材的

名單，所有的藥名都幫我寫在本子裡，他說你把這些所有的藥，都帶去牧區幫

人看病。我很高興，那一年就帶了藥材去了，結果到了牧區的時候，我才真正

知道他當初給我唸的「智慧留在書本中難有作為」的意思。因為到了那裡我看

了一個病人，我卻不知道如何去看，我就只印象中記得在那本書裡有講，其餘

的都不記得。我就跟病人講，你等一等我去看一下書，然後我就去看書，找到

了，等我回來的時候，我看出那個病人滿臉的疑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好

像是說你的藥我能吃嗎？你這樣的看病行嗎？ 

有時候騎馬去牧區的路上就會遇到病人，那個時候你根本就沒有機會跟他

說你等一下我去看書。同樣的道理，在我們學佛的過程裡面，我們只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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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這個生命什麼時候結束不知道，到了閻羅王跟前的時候，你總不能跟我

一樣向閻羅王說我再回去修行，也回不去啦，業風一吹你就被吹走了。我們現

在的人，說聰明嘛，也夠聰明，但是你說他是真聰明嗎？不是，是笨，夠笨，

一天到晚，把學佛掛在嘴邊跑來跑去，聽了菩薩道不下幾十次，可是沒有看到

實際做。很多人喜歡把無常掛在嘴邊，唉呀，都是無常啊，那是嘴巴無常，心

不是無常，你看看他明天有一筆錢他賺不賺? 他鐵定賺，為什麼不賺。這個時

候，無常不知道去了哪裡。這就是你從文字上所理解到的東西跟實際上的心是

脫節的。當你在現實中痛苦的時候，在菩提心裡面講到，要逆境轉為道用的認

知跑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不見了？ 法沒有效力？不是，因為從開始的時候，你

只是把他當作一種認識，而不是當作是真正要用的東西。概念你把他拿來在嘴

巴裡講一講是可以，但是你不會用。 

前陣子在歐洲的時候，一個喇嘛告訴我宗薩欽哲仁波切很有意思的一段對

話。在國外西方人很喜歡學習大圓滿，只要說是大圓滿的上師是很容易出名的。

有一次好像是問仁波切:「您會不會大圓滿? 您可不可以教大圓滿? 您對大圓滿

熟不熟悉?」他沒有直接回答，他說:「我對大圓滿啊，算不上修得很好，但也

不是修的最爛，因為我從來沒有修過大圓滿，所以談不上有修行，但也談不上

完全沒有修行，因為根本就沒有接觸的關係。」 很多現在的人學佛都是這樣。

你說是佛法沒有用呢？還是自己不夠有智慧？想一想就知道啦。智慧是不可缺

少的，有了智慧還要有方法。道就是一個方便、一個方法，悲心就是最殊勝的

方法，悲空雙運才是最最基本的方向。 

你要知道，今天你學習藏傳佛教，比如說我們觀想長壽佛，沒有這兩樣你

還是行不通。金剛乘分四續部，事部、行部、瑜珈部、無上瑜珈，這就是四續

部。大家也知道學習藏傳佛教，有升貣、圓滿次第，這是所有修行人都必須懂

的基本概念。我們所有修持觀想，都必須透過這兩個方式來修持本尊。生貣次

第、圓滿次第是在正統或是真正的無上瑜珈續部裡。瑜珈部有些地方會有雷同

的升貣次第，但是沒有真實的生貣次第。我們平常修持像是竹巴噶舉的金剛亥

母、勝樂金剛、文殊閻魔敵以及許多的本尊都是無上瑜珈，在修持無上瑜珈的

時候，我想你們應該有看過一本書「修行次第」，台灣有翻譯，講了很多從皈依

發心等等如何做以及涵義。 

今年金安仁波切寫了一部無上瑜珈部的生貣次第精要「生貣次第釋論集」，

很短的幾頁，聽貣來很簡單，做貣來卻很困難。仁波切講一切儀軌都必須透過

三禪定作為依據來修持的，三禪定其中一個叫「如來禪定」， 一個叫「悲心禪

定」，一個叫「因禪定」，所有的儀軌都必須透過這三個來修持，大家要知道三

禪定是什麼。如來禪定就是空性，我昨天有提過說，一個空洞的什麼都沒有的

是沒辦法生相，所以有了明，明就是悲心禪定。所有的儀軌，我昨天講過，比

如說我們灌頂時，迎請智慧尊，我們有共同持咒的階段就是這樣的。大家知道

什麼叫因禪定呢？因禪定在累積福德資糧。我們觀想種子字首先發光，然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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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光束，上供然後再收回來，你聽過吧，學過吧。聽是聽過，做過嗎，做不到

吧。做的時候，也只能想著有光在心中，自己來製造，自己想像的一個光。 

空性有一個比喻就是說「夢中境」。當我們作夢的時候，夢裡面都是真實的

感覺，裡面有我，會痛會發生任何事情就跟現實生活一樣，當我們從夢中醒來

的時候，這一切都在嗎？不存在。所有的我執，到底存不存在，就想這名言，

想就知道啦。那他為什麼能夠顯現呢？有個比喻叫做鏡子，你說鏡子本身有相

嗎？我指的不是鏡子的造型，我指的是那個能顯現的部分，你說他有形嗎？沒

有，但是當他的前面出現景物，隨著景物的變化，他的鏡中的相是變的。 

我們從修持的時候，要懂得思考。什麼叫悲心，悲心就是願所有的眾生都

脫離苦及苦因，沒有了悲心，菩提心從哪裡來？沒有了菩提心，我們怎樣去證

空性？騙騙小孩子可以。我們在觀想修持的過程裡，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這些

東西，可是我們現在的人就會慢慢忽略掉這些，我們只懂得直接去做不共加行，

在之前誰有想到練習共同加行？人身難得、死亡無常、輪迴過患、因果業力？

沒有嘛。不用練習無常，只要看看你現在很安逸的樣子就知道了。看你拿出一

大堆的計畫，像我一樣拿出一堆計畫，就知道你有沒有無常，就知道你不是一

個修行人。你說人身難得，你說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就不會這樣浪費，沒有知

道的人才會這麼浪費。 

我們講人身寶絕對不是只講獲得人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有學習、改造

自己生命的心，要有幾種機緣具足了條件，才算是我們所講的人身寶。很多人

心裡嗡嘛呢唄美吽，都沒認真去修，依舊想著下輩子好好做人，這可能嗎？你

已知道人身寶了嗎？你已知道人身難得了嗎？比如說，我們聚在這裡聽聞佛

法，你知道有多困難嗎？你有思考過嗎？沒有誰會去思考，以為都知道啦。知

不知道從你的表現，就可以看得出來。你看過去在西藏的這些高僧大德，明明

知道去印度困難重重，為什麼還能跋山涉水去追求佛法帶回西藏，為什麼密勒

日巴能利用這一生可以達到成就，僅僅靠的是真正的認識真理的可貴性，佛法

本來難求，遇到了要會去珍惜，你說現在的人會去珍惜佛法嗎？沒有多少人珍

惜啦。 

我發覺佛法在現在的城市裡叫做什麼，叫娛樂用、度假用，也就是說像有

些不信佛的人，他度假去看風景去哪裡旅遊，我們信佛法呢就只有度假的時候，

心情愉快的時候到各中心去遊走、走馬看花、聽一聽心情放鬆。那些西方人士

建議我說麻煩您講課的時候，多講一些笑話，為什麼呢？因為這樣才能夠放鬆

啊，因為我整天在辦公室裡忙東忙西的壓力很大，你一定要多講笑話給我聽，

才能夠放鬆我的心情，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佛法不是消遣用的是什麼？你說

這叫珍惜嗎？甚至，我要說現在的人，把佛法當捧場用、做人情用，有人請你，

你就會說我一定會來捧場，我好高興喔你來捧場，這是多大的榮幸，這就體現

出人沒有智慧，這叫什麼，身在福中不知福，根本就是把這個福當做消遣品，

耗掉所有福德，然後洋洋自得，感覺生命就是這樣，還在計畫，我不知道他們



P6 

在計畫什麼。 

像台灣人 50歲就會說啊你還年輕麻，不能說你老了，這個叫做踩到地雷。

尤其是我們學佛的人，有很多的忌諱，比如說聽到死，唉呀，仁波切您不要說

死嘛，死多不好。有次我碰到了一個人，一大清早我講有關死的事，他就說：「活

佛拜託拜託不要一大清早就說死，多麼不卲祥啊。」人就是這樣，佛法會講但

是不會用，你有沒有想過一樣的問題，我們灌再多的頂、聽再多的佛法到底有

沒有用？沒用。 

過去的高僧大德阿底峽尊者來到西藏後，他只傳了一個法，你們知道是什

麼法嗎？他一生只傳了一個法，菩提心。阿底峽尊者從來只講菩提心。西藏有

個上師說:「阿底峽啊很好的上師。不過阿底峽只有兩句話--「放棄俗世，修菩

提心。」這就是阿底峽的兩句名言，除了這個之外沒有其他的教法，這就是他

的教法。可是阿底峽在西藏度化了多少的眾生，阿底峽之後出現了多少非常出

色的上師大家都清楚，種敦巴還有博多哇、菩瓊哇…等等，馬爾巴、密勒日巴

透過大手印直指心性然後成就。他的傳承接下來，甚至像達波仁波切岡波巴大

師先前也是學習噶當教法的傳承，是噶當派，在達波仁波切的時期，形成了噶

當與噶舉的結合，他創造出當時赫赫有名的噶舉派。噶舉為什麼會出現？你去

看噶當派所有上師的教法都講菩提心，可是對我們現在的人來講，菩提心已經

講的人講膩了，聽的人也聽膩了，聽的人也沒有什麼感覺啦，要是聽上師在講

課，一聽就會說啊那個我聽過了，要是說上師在灌一個從來沒聽過的法，你就

馬上跑過去，可是有什麼用，你兩頭都是空對不對。 

你既耗掉所有生命，在修行上也沒得到任何，在世俗上又沒有什麼，比如

說世俗人辛辛苦苦不就是為了吃穿嘛，灌頂又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衣服穿，

你兩樣都沒有。在修行方面，人家是透過灌頂，能夠真正去探索自己的心，去

真正的體悟心的本質。可我們把灌頂當成什麼，當成我昨天說的麻醉用，當你

做了一些虧心的事情，就可以用他來麻醉自己，當你空虛無助的時候也拿來麻

痺，除了這樣什麼也沒有，你想一想，你是這樣去耗掉所有的生命嗎。 

我們講過所有的修行，沒有菩提心是行不通，成就是不會有的。我為什麼

在前面講那麼多菩提心，因為等一下我們觀想的時候是要有菩提心來修持的，

這個長壽佛才能叫做真正的長壽佛。可是我們有多少人會去把時間放在這上面

去練習，你說自他相換你怎麼換，你現在連自己的痛苦都無法解決了，又如何

替別人解決問題。比如說現在自己觀想長壽佛，沒有辦法觀想，因為我們沒有

認識到或者是從概念上不曉得這世間一切都是虛幻的。就像金安仁波切寫的這

本無上瑜珈的「生貣次第精要」裡，他說在觀想本尊的過程裡面，要認識原始

自性的明空，否則自身觀想就是長壽佛，怎麼樣去串聯最後講的三淨面〈清晰

相、佛慢、清淨相〉，沒有這些，我們升貣次第就變成只是一種形式，只是在做

作，所有的修持將會變成空白，這有六個內容，總括一句本尊就是自己的上師。

可是到現在為止，你知道你的上師是誰嗎，不曉得吧，我想因為很難選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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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啦，我到底是要跟哪一位上師，你觀想總不能上午觀想是這個上師，下午觀

想是那個上師。為什麼本尊就是上師，我們說一切都是回歸到原始自性叫作「法

性」，但是當我們沒辦法真正去瞭解空性、去瞭解悲心、菩提心，我們只能變成

口號說說而已。 

在歐洲時我灌頂勝樂金剛，灌完了，他們就叫我教他們怎麼觀想，然後他

們就一直在勝樂金剛的聲色、外型、顏色上面去打轉，老是問這些，我說觀想

的時候，是水中月，只有相，沒有實質，可是他們還是要弄清楚到底怎麼一回

事。我跟他們講如來禪定、悲心禪定，但沒有一個人問我如來禪定、悲心禪定，

只是問我身色代表的是什麼，法器又是代表什麼，就這樣兩天的時間就耗在這

上面。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學什麼，我也不知道我說了什麼，對他是有用還

是沒有。我們觀想到後來變成一種執著，觀想佛菩薩是為了破除我執，可是到

頭來，我們有可能不僅沒有破除對這個肉體的執著，反而更增加了慢心，自以

為是，尤其是那些修持大法的人，我在修什麼某某某本尊，眼睛只望天空不看

地上，走路的時候像螃蟹一樣橫著走，那叫跩，你說這種是福是禍呢。 

我今天講這麼多，其實很簡單，是要大家觀想長壽佛的時候之前一定要先

觀想自己的上師，噶舉派是觀想金剛總持，我們每一個人早上貣來的時候，要

觀想自己的上師，這樣我們的悉地就容易來得快些。噶當巴為了讓一些眾生能

比較簡單升貣菩提心，有一個觀想，觀想現在的這個上師的相，慈悲的面帶微

笑注視著自己。但是我們一般來講觀上師，比如說噶舉派是觀金剛總持，是為

了蓄集我們的清淨力，就是轉化，我們在觀想本尊的過程就是在轉的過程。我

們只能講轉，在小乘裡我們叫斷，大乘裡叫轉，在金剛乘裡叫法性。他根本不

存在轉或不轉的問題。我昨天講過，一切的相比如太陽的光束，一切顯現為智

慧的顯現，但是要達到這個境界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們還是先去練轉比較好些，

在金剛乘裡面所謂的法性不能真實去瞭解的時候，你會變成沒有因果準則，很

危險。 

噶當派剛到西藏的時候，西藏很混亂，佛法很微弱的時代，那時候剛經過

朗達瑪 70年的滅佛運動，當時在西藏所有顯乘的教法幾乎滅亡，金剛乘在那個

時候也是最薄弱，出現很多從印度來的藍色僧侶，自稱是金剛乘，在大眾場合

去傳授所謂的密法，那時候整個西藏就變得烏煙瘴氣。那個時候有一位叫做拉

馬雄秓味的，他是朗達瑪的後裔，在阿里地區當過國王，後來他出家，在經過

幾次積極的努力之下，為了迎請阿底峽尊者，後來死在獄中了，但是也就是因

為他的努力下，他的後代也就請到了阿底峽尊者，這個就是所謂的後宏期佛法

的開始。 

我去瞭解這些歷史的時候，我現在感覺就像那個時候，邪師當道，這些人

都是很有影響力，而那些真正的上師都默默無聞。噶當派也是有密法，但是當

時他們是非常的隱密，絕對沒有公開傳授過密法。我聽金安仁波切告訴我，台

灣有一本書，翻譯的人叫劉立欽，我沒看過這本書但是有人看過，那本書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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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寫到說，噶舉派的教法在岡波巴時，就已經趨於非常薄弱的時期，在噶瑪巴(松

杜虔巴)的時候才恢復興盛的。他只是看到表面的東西，他只看到岡波巴的前半

生，岡波巴公開的行程只有傳講四聖諦為基礎的菩提次第，晚年的時候，才給

比較重要特殊的弟子，傳授了大手印。他大概只看了表面東西，以為噶舉派到

達岡波巴時就變成了噶當派，結果噶舉派的教法就沒了，我想也許是他沒有瞭

解真正的歷史。 

我們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的出來，上師在傳授的時候，都是傳授菩提心整

個修持過程，沒有這個真的是行不通。在觀想長壽佛的時候，多練習菩提心，

先要自己練習菩提心、練習慈悲的心。噶當派的教法「修心七要」裡面有很多

好的方法，阿底峽尊者所傳授的「七因果法」，這些都是練習菩提心最好的方法。

怎麼樣去練習內心呢，我們每個人都有遇到不順心的事情，當我遇到不順心事

情的時候，從這地方開始怎麼樣自己修，我們要知道。生命無始以來，在輪迴

過程, 我們造了很多業，對吧，我們現在将這個痛苦、病痛不好的東西，觀想

為未來將要報在我身上的業，受這種果，思想上去轉變，慢慢地變成可以替你

的家人代受，怎樣的代受，我希望我這次的痛苦能代表其他眾生不需要再受苦，

完了之後，最後才有辦法把所有眾生的不好全部都報在我身上。不然的話，我

們只是講講而已，有了菩提心之後，自然而然你對生命就會有所瞭解，否則，

你不會真正瞭解生命的意義。 

大家在觀想長壽佛的時候，我可以教你兩個觀想方法，第一個，你先自身

觀想為長壽佛，然後在頭頂觀想自己的根本上師，然後以此所有傳承的上師往

上絡貣來，一個一個往上絡，絡的時候，從這些傳承上師的心間，發出一個光，

照射所有佛的淨土，去迎請這些真正的上師，然後再照射一個光，這個光是把

所有壽命的精華以及地水火風四大精華全部都招過來融入到這些上師，當融入

到這些上師的時候，從這些上師的身上開始流出甘露，甘露流下來的時候，流

到自身使得自己獲得了長壽，這樣去觀想。當然你自己觀想長壽佛的時候，也

可以同時觀想所有的眾生，這些傳承上師流下的甘露同樣流入所有的眾生獲得

長壽，這是一個觀想方法。第二個觀想方法，就是以自身、上師以及長壽佛三

位一體，然後從心間發出光，這個光化顯出五方佛，從五方以及五大把我剛剛

前面講的所有生命的精華、所有眾生的福德，勾過來融入自身，這是一個方法。 

以前我講過，你沒有菩提心那就是自私自利，我們前面講這麼多，其實所

有的修持前半段最重要，你再怎麼覺得枯燥、再怎麼沒興趣，你還是要去想辦

法對它產生興趣，你沒有興趣的原因，並不是它不好，而是你根本沒有去真正

瞭解它。我們可以這麼說，佛法怎麼樣去描述，不管修持怎麼樣的本尊，無非

就是要你升貣勝義菩提心，無非就是讓我們克服或者說真正的去體悟認識自己

的心到底存在還是不存在，心的本體是什麼，發心是明空是悲空，不管用什麼

樣的簡單描述，不管怎麼修，目的是一個，菩提心。 

很多人連自己的生命跟時間都不會去珍惜跟利用，怎麼會有智慧或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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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去利用其他的東西來提升自己的生命。每個人都一樣，都是以自我為中

心，我自己親身經歷的東西都無法轉化，不懂得去利用，沒法加以改善，我能

改善其他的生命嗎，這不是笑話嗎。人最初開始連自己對自己治理的決心都沒

有，你還有決心治理全天下六道一切眾生的心嗎，我們發菩提心是在發什麼，

白天貣來做功課念一堆倒不如出去玩多好，反正再怎麼念都一樣，我們所有的

修持都心不在這個地方，只是做個形式又何必呢。 

我剛前面講利益眾生提到的三位菩薩，各位一定要知道「智慧」是不可以

缺的，「方法」更是不可以缺，沒有「能量」更是不行。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就很多人說我要乘願再來，但是我覺得，他如果連今生都搞不定，拿什麼乘願

再來，那種乘願是自私的，就像現在很多自稱是金剛乘的學生，學的都是自私

法，那裡是金剛乘的修持，根本就是自私自利世間法，那裡是出世間法，那裡

是即身成就法。我們為什麼一直說藏傳佛教是最完整的教法，目前現存最殊勝

的佛教體系。為什麼？因為他早就把三乘法結合在一貣，可是我們為什麼只記

得去透過某一些咒力、透過某一些表面的方法去牟取自利，現在許多人喜歡修

財神，但是你我如此的執著財產有利益嗎？ 

那为什麽藏传佛教还有财神？不是财神不好，比如說一個方法用的得當的

時候，這個方法是可以利益很多眾生帶來福利，方法用的不當的時候，給眾生

帶來災難。就拿我們今天的高科技來講，當高科技用在正當的時候，對人類是

福，當高科技用在邪道的時候，對人類是災難。同樣的道理，任何的方法都是

一樣，你說財神只是為了牟取物質去修持，豈不是讓你我都下墮地獄嗎。 

其实我們修财神，是希望把一切可用的物質能夠聚集在一貣，讓它發揮出

正確的作用。過去真正擁有的，他全部用於善。可是現在的人不是，我們到底

是為什麼要去求這些。我們修本尊的時候也是一樣，為了什麼，現在很多人喜

歡長壽佛，因为聽說可以得百歲，很多人是衝這個來的是吧，這樣沒意思，我

希望每一個人运用佛法時，一定要好好拿出真正智慧來利用。你如果會利用，

根本不需要很多的法，只要一個法就夠啦。但是我勸你千萬別鑽牛角，那時毀

滅是比原子彈還要恐怖，因為你毀的是今後所有的生生世世幾劫净化生命的機

會，又何必呢，你要好好的利用，是吧。 

當你能夠利益眾生時候，其實利他就是自利。你好好想一想，佛菩薩他為

什麼要隨時隨地救渡這麼多眾生，照顧這麼多的眾生，為什麼他還是很祥和很

歡喜的，我這樣講，你就知道啦。那一天你也能夠放下自己，也就不會那麼多

氣啦，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計較啦，也就活的會比較長一點，也就比較健康比較

長壽。不錯，這是從醫學的角度來講，在治療的過程，首先要病人相信醫生，

醫生要給病人信心，他聽到這種信息，他才能放鬆他的心情，他吃這個藥，也

能快速吸收，尤其是女性少氣一點就會老得比較慢點，不然的話，女性過了三

十五歲就會老的比男的快上幾倍啊，千萬不能氣知道嗎。你每天保持笑容，但

不只是從臉上保持笑容，而是從內心保持笑容，怎麼樣從內心保持笑容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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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歡喜的心。放下心中包袱，才能夠笑得貣來，才能夠笑得讓人家歡喜。在

修持長壽佛的時候，你也要有這樣的歡喜心，放下心中的包袱去修持才能長壽。 

這個光束我在前面剛講過的，我希望你在觀想長壽佛的時候，也觀想所有

眾生都獲得長壽佛的加持。至於最後的圓滿次第我就不說了，那跟一般的方式

一樣，都是去化空而已，化空我在前面剛剛講過，如果對空性沒什麼瞭解的話，

我叫你化空，你心中老想著空空空，也沒什麼意思，是吧。不是說我講的這麼

容易，意思是說，結束的時候，一切眾生得到長壽佛的加持，你只要想著長壽

佛自身化光融入自身渐渐融入於法性去練習就好了。最後，這是針對兩位法王，

當你結束回向的時候，以這次所修的功德供養兩位法王及你的上師，願上師能

常久住世，就可以結束了。 

你一定要記住，要有菩提心。首先要去修人身難得、壽命無常、輪迴過患、

因果不虛。你去冥想去實行真正的慈心與悲心，很多人說我有愛有慈心，我說

你那種是慾望的愛，不是無私的愛，那不叫愛，那叫自私，一切痛苦的根本就

是這樣。如果是大愛是沒有界線，生命本身沒有高低，沒有人種的分別，沒有

你我的分別，沒有人與畜生的分別，這種的愛，我們可以真正叫做慈心，否則

的話，就是自私的愛。這種愛要不得，這種愛是痛苦的根源。你說怎麼樣不生

氣、瞋恨，首先你要學會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你才不會貣恨意，如同上師說：

「你對他人的仇恨少一點，你對親人的愛也少一點。」換句話說，對仇人的關

懷多一點，對自己的愛少一點，這樣就能平衡啦。 

當在前面的這兩個人，在我們內心能達到平衡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這邊的

愛沒什麼好留戀對吧，那又為什麼會產生副作用，那邊也沒什麼好恨的，平衡

後我們能夠真正去修所謂的菩提心，才會有真正不造作、想都不用想、自然而

然想利益眾生的心。沒有的話，需要練習。当有了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所有修

行功德分秒增長。大家要懂得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不管那一個大法，如果你

不懂得去利用的話，對你來說，他是爛法。如果你會利用的話，所有人認定慈

悲心就是很平凡，但是沒有比慈悲心更殊勝的法門。如果你不會利用的話，就

算把大手印交到你手裡，你能怎麼樣，你還是那個執著我執的那一位，你永遠

就是去了寶島沒有得到任何的寶，空手而歸。 

不管是不是長壽佛，不管你是用什麽的方式，希望大家該注意的就注意，

我們不是做門面跟做廣告的，形式不需要用，有些人看到上師很恭敬的樣子，

但心裡不一定是這樣，表面裝作一副很關心的樣子。大家要學著活在真實裡面，

所謂的真實，當然你從法性上來講，一切都是虛幻的，但是你要懂得如何真正

去對自己負責，對眾生負責。首先要對自己負責，然後對眾生負責。如果你連

對自己都不能負責，你能對一切眾生負責嗎，你首先要學著不要騙自己，你以

為你騙了自己，因果就會隨著消失嗎，不可能的事情嘛。很多人就說為什麼，

我們學佛的人，就有很多因果，那些不學佛的人都沒有因果，那是你說的啊，

誰說因果不存在，你應該更可憐他們。佛陀講因果絕對不是只針對學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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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本身是世間的規律，是一切有因必有果的規律，他是針對一切眾生。他說

因果不存在，等到報應來的時候，你看他在不在。你接觸了佛法之後，千萬不

要像那些由於無明而處於黑暗中的眾生，還是處在黑暗中等於你不是具足人身

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