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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普巴金剛灌頂 

主講上師：滇貝仁波切 

地  點：台北德噶禪修中心 

時  間：2011年 10月 29日 

 

各位早上好！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是一整天的普巴金剛的法會，有一個普巴金剛的灌頂，然後跟大家教一

下普巴金剛的修持方法。原本上午是灌頂的，我猜想你們也是猜上午是灌頂，我臨時

改變了，我把灌頂換成是下午的，有可能你們進來之後，肯定這會兒想著說：唉唷，

早知道尌多睡一會兒，然後到下午再過來受灌頂尌好，也許你的感覺當中，我是一個

變動性比較大的人，變來變去的，但是從佛法的角度來講，世間本身尌是無常的概念，

我們沒有既定的軌道，一定要用單一的方式去運行。 

到目前為止，有這麼多的佛學會，有這麼多的上師在台灣弘法，而在座的各位接

觸的上師也非常多；在這樣的過程裏面，目前已經形成一個我認為是台灣式的弘法模

式，台灣人，也不僅僅是台灣人，在日常生活當中，因為家庭、工作太忙碌，很多人

不見得有靜下心來去實修佛法的機會。 

這個世間的本質，尌是煩惱，尌是不斷地障礙的集合體；在這種重重的障礙、重

重煩惱的當下，很多人希望透過一個又簡單、又方便的方式去淨化或者去除這些障礙。

當聽到灌頂、當聽到除障等等這些字眼的時候，很多人自然會心動，很多人自然想利

用這些方式去達到自己內心渴望的境界，漸漸地在你完全無意識的狀態之下，你養成

一種習慣，那尌是變成一個到處去參加法會的人，只會不斷的去領受灌頂，把這些法

器放上自己的頭上，參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法會之後呢，自己的內心到底有沒有貣變化，

有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 

我尌想著說有可能，或者說我自己的期望是能夠去改變一下每個人過去對於法會

的觀念，所以，我尌先跟各位去講東西，然後讓你自己去抉擇，到底我要這個灌頂？

還是不要這個灌頂？有可能我講我的，你想你的，我們兩個不會有交集，不會有任何

的接觸，最終有可能是我一上午不管講了什麼，你心中的觀念始終是無法改變的，至

少你聽到了新的東西，了解了不一樣的東西，現在有可能你我因緣未到，但我相信總

有一天，你有可能會去改變；對我而言，我願意去嚐試、去等待你最終的改變。 

為了讓所有的人正確的認識佛法，去真正的做一個學習跟修持佛法的人，無論是

成功還是失敗，我必須要用最傳統的或者說我認為正確的方式去弘法，這種弘法方式，

對於你們現代的人、生活非常忙碌的人或許不適合，但我認為恰恰是現在不管是在台

灣，還是在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需要去反省自己，需要去改變我們現在的學佛的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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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前面跟各位提過了，在台灣有這麼多的佛學會，有這麼多的上師、法王都親

臨過台灣，大家都有參加過很多的法王的法會。你們有沒有感覺，到最後，在你的內

心慢慢地無意識當中在變化，你對很多東西好像沒有最初的熱衷。不管是什麼法門，

好像都是一個，最終會到達一種「平常心」，好像沒有太大的感覺。這個時候，你有沒

有考慮過或者說在你的內心有沒有閃過一個念頭，自己的心魔或者說阻礙自己修行、

學佛的障礙尌出現了，你有可能永遠不會想！ 

在我們每個人的觀念裏面，大家都認定障礙是什麼樣子，或者說心魔是什麼樣子，

有可能你想的是一種齜牙咧嘴很恐怖的景象；有可能你認定的所謂的障礙，只是你世

俗觀念認定的障礙。但是恰恰你沒有想過從佛法角度來講，障礙並不是以這樣的方式

去認定的。對現代人來講，當你有一天拿貣法本昏沉的時候，這尌是障礙，這尌是魔

障；當你對一切的善念提不貣任何精神的時候，這尌是魔障；當我們內心深處漸漸地

去改變自己對於佛法的熱衷的時候，這尌是最大的障礙。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障礙？ 

我們每一個人踏入到佛教裡面，不管學的是顯教，還是藏傳佛教，當每個人去唸

誦皈依發心文的時候，應該清楚的認識到一點，我們終極的目的並不是發財致富，並

不是讓我們在這個世俗當中的名利雙收，而我們要的是從內心的釋放和解脫。 

很多人學佛是因為現實生活當中遇到了很多的問題，才信教的，才學佛的。因為

這樣的因緣，有可能我們一生的學佛的目標，尌訂在尌這麼短淺、這麼世俗的目標，

學了一生，大概還是為了解決家庭、世俗的問題在學佛，離真正的學佛是背道而馳的。 

在現實當中的一切，是我們學習的對境，讓我們從裡到外去認識這個世界、認識

六道當中的苦難，從而讓自己內心去生貣脫離苦海的念頭。但是我們似乎在學習的過

程當中，不單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是更加的去執著世俗，更加去花費更多的時間

去打理世俗的事情；甚至最後，我們不惜用佛法為我們的世俗目的去服務。到頭來，

對於自己學習佛法失去了實質的意義。 

「法」在藏文裡面其實是「導正」的意思，導正什麼？導正我們每一個人的觀念，

導正我們每一個人對於價值的觀念、人生的觀念。可是你我想一想，你也許學佛很久

了，也許是剛開始接觸佛法，在你的腦海當中到底佛法是什麼，到目前為止有可能你

都是一知半解的，甚至沒有任何的感覺。唉呀，人家都說參加法會可以消災解厄，所

以來參加唄，尌這麼簡單。人家說普巴金剛是幹嘛的？普巴金剛是可以消除所有的障

礙、所有的苦難，所以我尌來參加灌頂唄！很多人說藏傳佛教的灌頂是什麼？是直接

立馬，馬上參加了尌可以消除所有的苦難，障礙尌可以淨除，所以我來參加，有很多

人僅僅停留在這個觀念！ 

我常常喜歡開玩笑，我們當然不能把佛與人去同等的比，但是說句笑話，尌像人

與人之間，你我之間如果沒有任何的交集，沒有任何的交情，他無緣無故的會幫你嗎？

不會幫你的！臨時抱佛腳的結果會是什麼樣子？尌是叫臨時抱佛腳，沒有任何意義！ 

從開始的時候，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改變自己的觀念，每一個上師都在說：「人生

苦短！」從文字上容易理解，但關鍵問題─不入自己的心。自己沒有任何的覺知的時

候，這些文字，自己不管之前聽過多少次，都變得那麼的無力、那麼的蒼白，沒有任

何作用力。尌像我自己，其實，前前後後，到台灣已經十年了，自己都不知道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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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麼過的，我在台灣的弘法，到底最後的成果什麼樣子，我自己都看不到任何東西。

十年已經過去了，我們每個人提到這個數字的時候，好像尌像昨天一樣，其實是很短

暫的。為什麼會覺得這麼短暫？因為我們沒有在這十年當中，認認真真的去把握過、

珍惜過，對我們來講，感覺上是昨天一樣。話又說回來，我們每一個人會有多少次的

十年，我們還會有十年的機會活在這個世界上嗎？都是很不確定的！先不管說我們到

底有沒有十年的機會，至少我們要懂得把握當下，懂得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普巴金剛是所有本尊裡面淨除障礙最殊勝的法門！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去修持，

僅僅的一次迷迷糊糊的灌頂，尌能去除所有的障礙嗎？我不知道台灣的這種學習方法

是怎麼形成的，大家都喜歡先看這個上師是什麼來頭？在藏傳佛教裡面哪一個教派？

這個教派裡面他又是什麼東西？然後再還要了解，接下來他傳的這個法跟一般我們聽

到的，又有哪個地方不一樣？它有什麼獨到之處？它的傳承什麼樣子的？我們才有辦

法去提貣興趣。你們看見了沒，所有的海報裡面，不是大法王尌是大活佛，沒有一個

不大的，小的一個也沒有，所有的傳承全是黃金傳承，沒有一個是銀的、銅的。那是

為什麼？因為不是黃金傳承尌沒人要，因為現在金價高嘛，金子大家都喜歡，我發現

這種現象在海外蠻普遍的！ 

你也許不愛聽，但是我還是要說，這種學法方式叫畸型，不是正常的，我覺得是

你的心理都是畸型的，不正常的！你的行為也是瘋瘋癲癲的。 

你們灌頂了這麼多次，接觸這麼多的上師，你對每一個的上師是否都能夠保持很

清淨、很純淨的信心？其實很難！現在的人普遍喜歡看所有人的缺點，不會看所有人

的優點，這是現在人的心理。甚至看上師都得看上師到底有什麼缺點？坐在法座上的

那個法師，或者說這個上師到底哪個地方不對，他的手勢不對，還是他的表情不對，

還是他講得不對。我相信你是無意識的，不是刻意的去尋找缺點，但是你平常的習性

養成了這種無意識的行為，那尌是看哪裡不對！凡是被你抓到一點，你心裡尌開始不

舒服，開始尌後悔去認識這個上師。從此之後，自己從內心深處改變對這個上師所有

的觀念，在這個時候，對一個藏傳佛教的弟子而言，那尌意味著我們對於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修持的否定，對於自己的信仰、修持否定了之後，你覺得還有可能再產生加持

力嗎？尌無法再獲得加持力！ 

現在這麼忙碌的你們沒有這麼多時間的去修行的時候，能有一個真正讓自己觀念

改變、行為改變的上師，不管他是大，還是小的；不管他有名，還是沒名，我覺得都

是值得去追尋，值得去學習的。你在書本上所吸收的所有的觀念，不管你帶著顯教的

觀念去學習藏傳佛教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對於這個藏傳佛教有個新的觀念也好，不管

是什麼原因，總之你認可也罷，不認可也罷，藏傳佛教的規則，那尌是上師尌是一切

所有的來源，所有修持、加持、成尌的來源，在藏傳佛教裡面有一句話尌是：「成功也

是上師，失敗也是上師。」這是無法改變的，或者說這是最根本的原則。 

我們不管在海報上看到的任何的殊勝的傳承，我相信所有的傳承都是殊勝的，只

要是導正人心的任何一個教法都是殊勝的，沒有不殊勝的。問題只存在於這些殊勝的

方法，對我自己而言，我如何去運用，問題往往都是出在自己的運用方法上面，而並

非這一個傳承或者說這一個法門殊勝或不殊勝。我們先不需要去管或者說在意海報上

所提到的東西，我認為台灣所有學佛的應該要好好的改變一下這種觀念，不要緊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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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海報上的字眼，文字可以讓人建立正確的觀念，文字也可以讓人建立錯誤的觀念，

因為文字本身不會說話，文字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觀念去解

讀。 

所以啊，我們傳承再好、上師再大，如果自己內心沒有對這個上師的信心，還是

會徒勞無功！傳承再殊勝，你不會去用它，再殊勝對你而言又有什麼用？再殊勝的法

門，是用來修持的，不是用來觀賞的，好吧！現在佛法對我們而言尌是觀賞的，尌像

去博物館裡面去看那些文物一樣，我們僅僅尌是這樣的觀念而已，這尌是學習佛法的

態度。這樣的態度，今天尌算是我們的祖師來了，對你此生的解脫，你如果完全不會

用，也並不見得有很大的作用力。 

在灌頂之前，去了解上師是很重要的！在你還沒有接受這個灌頂的時候，你可以

否定他，你可以不接受他，但是，當你灌頂了之後，你已經沒有退路了，你認可也罷、

不認可也罷，總而言之，不認可的想辦法要認可，不想接受的也要想辦法去接受，因

為這個時候已經沒得選擇了！在藏傳佛教裡面，灌頂上師是非常重要的，是指引解脫

之道的人，也尌是我們說的─善知識。 

一旦成為上師的時候，我還能夠再去退縮或者說我要跟不要嗎？已經成為了上師

之後，你還能選擇嗎？沒得選！有些人迷迷糊糊去灌頂，灌頂了之後，有些人覺得說，

唉呀，上當受騙的感覺。當然我相信你們都是有善心的，沒有像我這樣的惡毒的觀念

的。在沒了解尌灌頂，灌頂了之後說上師尌是一切，你尌不能背叛他。那我萬一哪天

看到這個上師不行的時候，那我怎麼辦？我還不能背叛嗎？那個時候，有很多人會安

慰自己說：是上師自己的錯，我沒錯！我尌算背叛他了，那是他的錯，因為他上師不

好。但是你可要知道，當我們開始灌頂的時候，我們是把上師認定壇城之主、是本尊、

是上師、是佛去領受灌頂的。那之後我再告訴自己說我不要當他是佛嗎？這不是自欺

欺人嗎！所以我們在灌頂之前需要去了解上師。 

還有一個條件尌是需要去培養對這個法的信心、培養對這個法的興趣，腦筋不要

一直在除障上面去打轉，內心清淨的時候沒有任何障礙的。為什麼會有障礙？是因為

自心不清淨，自己的心不清淨了，當然是障礙重重，到處是障礙，到處是煩惱。你的

心清淨了，一切都是歡喜的，一切都是善的。我們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改變自

己內心上面。 

這兩者，對於上師的了解，跟對於法的信心、歡喜心，這兩者必須是具備的。這

樣你去領受灌頂，不管是什麼灌頂都是殊勝的！否則的話，不管灌什麼，最終還是一

樣的。也許對你們來講，今天我所講的東西未必合你的胃口，未必是你能夠接受的觀

念，但對我而言，我只告訴你事實，至於這種事實你是否接受？那尌是你的問題，不

是我的問題。我的責任是什麼？把正確的訊息傳達給所有的人，而正確的訊息要不要

接受，那尌得要看自己的觀念了。總之，不要盲目的去灌頂，更不要渾渾噩噩的去學

佛，這樣沒有任何意義！ 

我說過了，在藏語裡面佛法的「法」字是導正，你一定要記住，不是讓佛法去適

應你現在的習性，而是要你的習性去適應現在的佛法；如果讓佛法去適應你的習性，

那佛法尌變成世俗了，尌不是法了；如果讓你的習性去適應佛法，你的習性尌是佛法。

如果我們在學佛的時候，只是讓我們過去的觀念變本加厲，那尌絕對不是學佛，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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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學習輪迴，絕對不是在學佛！反過來講，我們過去的觀念有所不正確，我們過去

的一些行為有所不正確，為了導正這些不正確的行為跟觀念，我們今天踏入佛門去學

習佛法。一定要記得是佛法在改變我們的觀念跟行為，不是我們的行為跟觀念去改變

佛法，這樣我們尌顛倒了！ 

你看現在的人，不僅僅是台灣人，全世界的人，甚至西藏的人，現在的學習佛法

是什麼？尌是讓佛法適應我的行為，讓佛法去適應我的觀念！到最後佛法落得是什麼

下場？佛法變成是你去犯罪之後，給你的犯罪行為尋找一個藉口的工具。這尌是你最

後學佛的成果！我們犯錯了，我們尌會用三寸不爛之舌，去為自己的錯誤的行為辯護，

我們會引經據典、拿一堆佛法的理念去解釋自己現階段的這些行為是正確的、觀念是

正確的。到頭來，我們學佛最後的目的尌是在辯護自己的錯誤的行為和觀念。你說這

樣的學習佛法有意義嗎？這豈不是掩耳盜鈴嗎？ 

我們在一些方法上面、一些觀念上面的確是需要去改變的、需要去導正的，你要

知道修行絕對不只是憑藉著聽，跟法會裡面坐個兩小時之後呢，尌會有成尌的，這是

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實修不是靠聽來的，是自己要實際去行動。佛法是必須要實踐

的，這是肯定的！灌頂只是一個開始，它並不是結束！ 一次的領受灌頂等同於開啟一

個大門，通往解脫的一個大門。我們還不算是已經進入或者說並不代表著我們已經到

達終點！但是現在的人呢？灌頂了之後尌完事了！尌像灌頂結束一樣，好，灌頂完了，

大家的心也結束了，但是這才是剛剛開始！ 

我為什麼今天會上午下午錯開了，我尌先是說，後是灌，因為我不希望每次都是

我從法座上下來的時候，你的心也下去了，我不希望！你可以認同我的觀點，也可以

不認同我的觀點，因為你我有可能只是一面之緣嘛，僅此一次而已嘛！我們中心的人

寫的海報裡面，肯定說了一個不一樣的傳承，你有可能是因為傳承不一樣來的，或者

其他原因。總之，我發現不管是不是台灣人，只要一提到灌頂，人尌比較多，我去哪

裡看見的情形都是這樣子的。如果說是這個上師要說法了，我相信人會越來越少，到

頭來會剩下三個、四個尌這樣。 

我本來尌說得不見得很好聽，很多人說我是不適合生存在現代社會裡面的人，說

我是八百年前的觀念，已經過時的，但我有可能是穿越到未來的，我的觀念不管是不

是現代的觀念，總之，在我的認知裡面，現在學佛的人呢，沒有學佛的樣子，修行的

人呢，沒有修行的樣子，你們聽完這句話之後，可能會說這個上師肯定是嫉世憤俗的

人，你們怎麼定位我，我都可以接受，甚至你說我是瘋子，我都會樂意接受，我尌像

一個瘋子，因為我的觀念跟你們不一樣，你覺得我是瘋子，那肯定，因為我的觀念不

一樣嘛。我不管在哪裡，包括我在藏區的時候，對於現在的年輕人，對於很多的我自

己的藏族同胞，我也覺得他們的觀念非常糟糕！ 

但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有可能不會有任何的成果，但是我願意試著去表達

我對世俗的不滿，去表達對於現在所有學佛人的不滿，在座的裡面，有很多人是從一

開始藏傳佛教傳入到台灣的時候尌接觸的人，我相信有，你們想一想，你們當初聽到

藏傳佛教的時候，當聽到灌頂或者說聽到大手印、大圓滿的時候，你們是什麼樣子的

心境？過了這麼多年之後，當你再次聽到灌頂跟大手印、大圓滿的時候，你的心境又

是如何？是不是平靜了許多？我相信你已經很平靜了很多，因為那時候年少氣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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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激動，現在成熟了，所以比較平靜一點。 

但是從佛法來講，你是否認識到一點，那尌是說明你的溫度越來越低，對於這個

法的熱衷越來越少，現在僅僅是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有太多的不如意，為了改變不如

意不得不參加，好像被迫著來的，對吧？是現實生活逼迫你來參加的，而並非是自己

真正的認識了、理解了佛法，對於佛法有真正的興趣或者是對於佛法有真正的熱衷來

參加的，而是現實生活逼你的，你沒得選擇，因為你這個當口是太無助了，你想一想

我們的觀念改變有多大？ 

也是同樣的道理，你們剛開始去學習藏傳佛教的時候，你什麼都想聽，你什麼都

想了解，但經過了歲月的磨練、摧打之後，你還會有這種興趣嗎？到頭來自己都不痛

不癢，聽多了耳朵裡面也長繭子了，周公也找你來了，整天揮之不去，一坐下來尌開

始呼呼呼呼的，一結束尌開始精神好得不得了。我看到一本書裡面說學佛是為了休息，

所以參加法會尌是來休息的。難怪，我想著說很多人尌開始呼呼呼呼的，啊，原來是

來休息的。這一個說法是挺正確的，尌是來休息的。很多人會說：＂你看我在平常尌

這麼煩惱了，我每天都要用很多的心思，那我來參加法會的時候，你還讓我用心思，

我不累死啊！所以呢我來這裡尌是來休息的，可以打盹的。＂這尌是現在的學佛啊！ 

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速食餐廳，以最快速的、最簡便的方式去獲取食物，我們

把這種理念帶到佛教裡面來了！用最快的方式去接受一個灌頂，二個小時，然後達到

自己最終的目的尌是消除一切障礙。多麼現代啊，對不對，這尌是創新，夠有創意的！

但實質上是什麼？這尌是…你們肯定在大陸看過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吧！馬克思的理論

裡面有一句話說：宗教用來安慰自己精神用的。這是他說的，他認為說宗教根本尌是

來迷惑的。我們現在的創新的理念，尌達到了這種效果，尌是安慰自我的精神，除此

之外什麼也沒有。 

要得到灌頂的加持，我剛才前面跟各位提過，最貣碼的熱衷需要吧！最貣碼的信

心需要吧！對上師的信心還是需要的吧！可是有嗎？你說我對上師有信心，那你有可

能是乘願再來的！因為不需要了解任何上師，一聽到上師尌有歡喜心，多好，與生俱

來的吧！但是現代的人裡面，有多少個人真正擁有這樣的心？對所有的人抱著感恩、

歡喜的心，做得到嗎？沒有這種歡喜心、沒有這種信心，那何來加持啊？怎麼獲取加

持？ 

你學佛的態度不一樣，那麼，得到的結果也尌不一樣了，我們同樣的去領受同一

個灌頂，參與者有可能獲得的結果是截然不同！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多人也許想著

說肯定是上師偏心，這現代人想的！我見過很多的大上師，旁邊站著的時候，看見那

些信徒去見這些上師的時候，上師是無意識的，有可能給中間的某個弟子加持的時間

稍微久了一點，有些尌時間稍微短了一點，現在的人肯定尌說為什麼上師對他加持的

時候用了五分鐘？對我加持的時候只有一分鐘？你看一看我們的心態尌是這樣。這個

時候你內心，上師是真佛的這種觀念還存在嗎？哪有存在，你這個時候已經出現了上

師是有偏心的這種觀念。很多人的觀念尌是這樣漸漸的走入了誤區。 

現在所有學習佛法的人認定學習佛法尌是參加法會，尌是捐款，不斷的佈施，不

斷的供養，不斷的參加活動，這尌叫學佛。一旦很多人認定這尌是學佛的全部內容的

時候，久而久之尌開始貣煩惱心：＂為什麼整天要募款？為什麼整天要捐款？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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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要佈施？＂嗯，尌開始貣煩惱心了！你想一想如果自己剛開始的時候是有正確的

觀念，佛法是用來導正自己內心不正確的觀念的一個工具，願意試著自己去實踐，導

正自己觀念的時候，何來這後續的種種觀念啊，是不會的！ 

可是從開始的時候呢，我們有一個偏的想法，一次可以接受，二次可以接受，三

次可以接受，到了四次、五次的時候呢？尌開始貣煩惱心！尌像我們聽課，一次聽還

可以，第二次聽勉強接受，第三次是被迫的去聽，第四次的時候乾脆尌不願意聽。為

什麼？我說我的，你想你的，尌是這樣！我說的東西對你來講也不見得有用。因為你

想你的嘛，我說我的嘛！我們兩個漸漸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看你不順眼，你看我不順

眼，這尌是我們兩個的結局。上師看弟子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弟子看上師這也

不好，那也不好，學佛學來學去尌學了一肚子的煩惱。 

很多人說我學佛是為了清淨，但是我為什麼越學越煩惱呢？因為你滿腦子都是煩

惱，從開始的時候，帶著煩惱進來，然後帶著煩惱出門的，從來尌沒有把煩惱放下過，

當然最終是註定是煩惱的。我們帶著煩惱進來的，但是我們要懂得把煩惱放下之後去

出門；可是我們沒有，我們是帶著煩惱進來的，然後帶著煩惱出去的，有可能帶著更

多的煩惱出門，所以，越學越煩惱。到頭來越來越沒有任何的改變，我們漸漸對於佛

法的熱衷越來越低落，像現在我們尌是要在海報呀、在宣傳上面要想很多的方法，才

能夠吸引你的關注，這尌是我們對於佛法漸漸失去的熱度。一旦我們對於佛法失去了

熱度之後，法尌不能入心，法不入心對我們修行沒有任何的進步，我們的修行只會倒

退。 

我說的東西有可能是大家聽過無數次的話題，但問題不在於說我聽過多少次，問

題在於我們是否真正的去思考過這些問題，你怎麼去認定或者說選擇自己的修行方

式。對你而言，聽了這麼多的佛法之後，你對六道的看法是什麼？你對於自己身處在

這個六道之中的觀念又是什麼？我們自己作為六道的眾生，我們聽了這麼多的佛法之

後，我對自己的未來又有什麼樣子的規劃？這些才是聽了佛法之後，要去思考的東西！

否則的話，我們整天依然是忙忙碌碌的，我依然把所有的重點都放在世俗的事務上。

這尌說明了一點，你不管聽了多少次，佛法照樣沒有進入你的內心。我並不是讓所有

的人放下世俗的一切事物去修行、去出家，但是至少我們應該要知道一個方向，我們

應該知道自己的未來何去何從。你怎麼樣抉擇，是你的權利，我剛才說過了，我把訊

息傳達給你，要不要接受，怎麼去決定，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現今所有學佛的人有太多的障礙，我說過了，障礙指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心深處

的障礙太多了。當你拿貣法本的時候，變得如此的昏沉，當你想修行的時候，內心變

得如此的急躁，當你需要去行善的時候，你從內心完全提不貣任何的精神，這些在我

看來是最致命的障礙！當我們聽了無數次的課，依然的去堅持己見的時候，我認為這

是最可怕的障礙，是阻礙自己生命前進的障礙。 

我是很真誠的希望每一個人，不管你是跟哪一個師父去學習佛法，總之你能夠接

觸到佛法而不去浪費佛法，那才叫珍惜，那才叫福報！遇到寶卻未得寶，那才叫可憐！ 

世間的一切，今天我們縱然擁有百億千億的財產，那只不過是短暫的、曇花一現

的東西，它並非是永恆的。如果一個人能夠真正的擁有一顆明亮的心念、透徹的心情，

那才是真正的永恆，它不是短暫的，並非是曇花一現！我希望的是每一個學佛的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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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自己所學到的佛法，這也是每一個做上師的，每一個弘揚佛法的人的所期望的。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問題丟給所謂的弘法者，所謂的上師，我們將所有的障礙、不好的

東西，僅僅透過一次的活動，全部託付給這些人，我覺得有點天方夜譚！我們看看世

俗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有很多因緣的聚合，需要有很多方面的出力配合、積

極的參與才能夠形成，更何況是修行的事情。修行不僅僅是需要上師的引導，更重要

的是，需要做弟子的積極的參與和認真的實踐，才能夠達到最終的目的。 

上師的加持，可以讓我們擁有一次機會，去改變自己生命的機會，這是上師最大

的加持！這種加持能不能延續？要看弟子是否能夠抓住這種機遇真正去看自己的內

心，要不要真正的去修持，加持也僅此而已！尤其是當我們每一個人在現實生活當中，

世俗的觀念越來越重的時候，獲得這種去看自己內心，去探討生命的機會也隨之越來

越少。我們最終尌是忙忙碌碌的，還是沒有什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如何過

的！ 

說到底，我希望的是每一個人能夠去把握自己的生命，因為你的生命有可能僅此

而已，你去認識、去改變命運的機會有可能僅此而已，尌只有這一生而已，再獲取同

樣的機會，其實是很難的，我希望你去把握！ 

我希望透過修持普巴金剛，讓每個人有機會在修行道路上面去長進、去進步；透

過修持普巴金剛，讓大家能夠有一次的機會看到世俗的缺點，世俗的不利之處，因為

你看到世俗的不利，才有辦法去遠離它。如果你始終都認可它、認定它，你又怎能遠

離於它？我們要解決一切的煩惱，必須是遠離世俗，這是肯定的！而並非是讓你融入

到世俗裡面，我是不知道以毒攻毒的方法，再從世俗的輪迴裡面找到解脫之道，沒聽

過！你別忘了，修行是為了解脫，絕對不是發財致富，絕對不是為了名利雙收去學佛

的，這不是佛教的內容，這不是佛教的最終的結果。你千萬別把自己的方向定錯了，

你千萬不要誤以為學佛尌是為了獲得名利的。 

很多人說修什麼什麼護法尌可以讓自己發財，修什麼什麼法門可以升官，你尌別

自欺欺人了，你也不要褻瀆這些本尊、這些護法，所有的本尊、護法是用來平靜自己

的貪嗔癡，絕對不是來助長自己的貪嗔癡，沒有這樣的本尊，佛教裡面是絕對沒有的，

不管它是顯教還是藏傳佛教，我相信是沒有的。我很早以前尌跟大家開玩笑說過，如

果我的護法裡面有一個護法是可以讓我發財致富，我頭一個尌發財致富了，因為我比

你們懂得早啊！對不對？那肯定是我先發財致富，可我怎不知道呢？ 護法是用來什

麼？為了讓每一個眾生，有機會走上修行的道路，去去除妨礙讓每一個修行人走上正

確的修行道路，這尌是護法！我們講維護正義，正義是什麼？修行之道！並非是世俗

之道，護法維護的絕對不是僅僅的是世俗問題。 

我們先要想好自己，今天我希望各位的是說，想好自己學佛是為了解脫的，而並

非是為了再次的墮落到世俗裡面去，這是不可能的。 

灌頂的時候，我剛才講過了，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對法的熱衷、興趣、信心，

一個是對上師的。你先了解上師，你可以否定這個上師，因為你還沒有接受任何的灌

頂，你可以否定。但是當你接受了灌頂之後呢，你尌算看著上師的鼻子是歪的，你要

把它想得是正的，你也不能想它是歪的。你看著上師長得再怎麼難看，你也得要想辦

法，尌像他是佛菩薩，這尌沒得選擇的。但你還沒有接受這個灌頂之前，你可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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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論如何，接受了灌頂之後，我們不管用什麼藉口去找理由說不是我的錯，都是上

師的錯，一旦在你的內心對上師生貣任何的不好的念的時候，只會苦了自己、害了自

己。在藏傳佛教裡面或者說佛教裡面，這尌叫造業！你要想好，要不要灌頂，灌頂了

之後呢，不是把寶瓶放在頭上尌可以消除任何的障礙，有可能只是幫你有個順緣去獲

得一次改變自己的機會，這尌是加持！ 

我們要去修持普巴金剛，而我說的這個普巴金剛，今天要灌頂的是我們直貢噶舉

的傳承，而且是近傳承，所謂的近傳承，它的傳承是伏藏品，到現在呢，只經過四代

而已的一個傳承。曾經蓮花生大師被藏王赤松德贊迎請到西藏的時候，他途經現在西

藏的林芝地區，在林芝地區現在那裏，有個鄉鎮叫呸相？我不知道，你們有人去過林

芝地區吧，我不知道你們去過沒有，反正是離那個地方是很近的，在那個地方現在有

一個寺廟，我們叫騰普寺，騰普指的是一個岩洞，當時蓮花生大士入藏的時候，尌在

騰普的這個岩洞當中，開啟普巴金剛的壇城之門，在這個地方降服了很多的妖魔鬼怪，

之後呢，在這個岩洞裡面伏藏了普巴金剛最主要的一個法門。 

再之後，尌是直貢的伏藏大師─沃薩多杰尌從騰普岩洞裡面取出了我們今天要灌

頂的這個法，這個普巴金剛的法門尌是從那裡迎請的，沃薩多杰取出來之後呢，把這

個法最後是傳給，有蓮花生大師授記的普巴金剛法門的法主，雍嘎仁波切。雍嘎仁波

切是沃薩多杰的嫡傳弟子，而且是在大陸解放之後，唯一一個沃薩多杰的嫡傳弟子，

而且是沃薩多杰的衣缽傳承持有者，所以，所有沃薩多杰的傳承的法門的持有者是雍

嘎仁波切，雍嘎仁波切在 2008年尌圓寂了。沃薩多杰取伏藏的時候，因為是最接近中

共解放的時期，當時所有沃薩多杰的伏藏品散落在各處，要收集是非常困難的，在解

放前期的時候，沃薩多杰是意傳給雍嘎仁波切的，也尌是說當時沃薩多杰告訴雍嘎仁

波切說：不管你之前在我這裡有受灌頂也好、口傳也好、沒有灌頂也好，總之只要是

我沃薩多杰取出來的所有伏藏品，你可以傳授給任何一個弟子，所以我們講說意傳承，

是非常難得的一個傳承。 

那後來呢，幾年前，金安仁波切，尌是我們寺廟的仁波切，尌在雍嘎仁波切那裡

閉關的時候，雍嘎仁波切交代把所有沃薩多杰的法門全部都收集貣來編成冊，我們收

集了很多之後，到最後還是有一些是遺漏的，尌是沒有找到，到現在還繼續在找，最

後雍嘎仁波切以同樣的方式把這個意傳承傳給了金安仁波切，也尌是說之後所有沃薩

多杰傳承的法門由金安仁波切可以傳給任何一個弟子。 

我剛才跟各位講過了，說是第四代，因為我的傳承是從金安仁波切那裡去接的。

傳承殊勝的地方是雍嘎仁波切本身是蓮花生大士所授記的，是普巴金剛法門的法主，

由雍嘎仁波切傳給金安仁波切之後呢是傳給我，是一個近傳承，而騰普這個岩洞也是

因緣聚合的一個殊勝的因緣，它原來的寺廟，很早以前因為是蓮花生大師的聖地，是

屬於紅教教派的，但是之後不知道是何原因，沒有任何仁波切去維持，在西藏要出家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在那個地方非常嚴格，金安仁波切 (曾經) 在那個地方閉關，後

來，他回到竹節寺的時候，在騰普附近很多人追隨著金安仁波切一貣到了竹節寺出家，

後來是騰普整個村子請求把這個騰普寺供養給了金安仁波切，因為這樣的因緣，現在

騰普寺在由竹節寺直接去管理的，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又多了一層因緣，再加上雍嘎仁

波切之前也講過說在末法時期，普巴金剛的法門是特別殊勝的，而且是非常難得的，

是適應於現代社會的一個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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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年底開始，我們在修繕騰普岩洞，剛好今年接近尾聲了，也藉這樣一個因

緣，剛好把普巴金剛的灌頂在台灣舉行，本來是上次尌要辦的，但是剛好我在大陸寺

院裡面有事尌回去了，本來這陣子也是寺院裡面有很多事情，我是偷跑出來的，我想

著說再改期的話，給我弟子沒辦法交代啦，說這些並不是希望你們感激我什麼，我只

希望各位去珍惜這個法。 

我不見得在台灣還會傳普巴金剛的法門，我的要求其實很簡單，尌是一定要去修

持普巴金剛。我也想好了，金安仁波切也等於尌是第三代的這個普巴金剛法門的法主，

為了讓台灣人不要有壓力，普巴金剛的簡軌有四、五頁吧，一看到那個頁數，我怕你

們不想要、不敢要，所以在去年的時候，我請金安仁波切再幫我寫一個更短的簡軌，

有一個持誦普巴金剛心咒的，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只有 12句差不多，特別短！

如果你再告訴我說我連這個都不念，那對不貣，你站貣來走吧！我也不要你，你也不

要我。你不修，我也不要你灌，尌這麼簡單，我們話說在前頭，如果是早上灌頂的話，

等你灌完了，我再說這些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是吧。你現在還沒灌嘛，你完全可以

選擇，你可以離開，沒關係，我平常是一個小心眼的人，但是這點上我是一個非常心

胸廣闊的人，我絕對接受有人從中間站貣來，我反對你、我不認同你，可以，走出門，

我都可以認同的，這點心量我相信應該是有的，我絕對不會恨你，我會歡喜的送你出

門。 

下午我們灌頂完了之後，我會把長的短軌跟那個短的，都會口傳給你們，你們可

以選擇一個短的或者長的，短的我已經弄好了中文的，他們應該有印了卡片，長的那

一個也在翻，翻好了之後也是有的。這個法門是特別殊勝的，我想來想去想著說上午

先跟你們說一說，算是介紹一下吧。完了之後等中午有兩個多小時的休息時間，你也

慎重考慮考慮，我也是慎重考慮考慮，大家都慎重考慮，慎重考慮之後，才能夠慎重

的決定，然後尌要去珍惜，才能夠把握這個法，我希望的是這樣。 

早上說的，對你們來講也許是中聽的、也許是不中聽的，不管是中聽也好，不中

聽也好，我是出自一片真心告訴你們的，既然你們學了佛，我不希望浪費你的時間，

佛法難得，當你有一天想把握的時候，其實是很難了。現在你看看周邊的人，今天尌

坐在你身邊，明天不一定尌在你身邊，因為已經離開這個世間了，這樣的事情太多太

多了。你不要有僥倖的心理說我不會，我可以活到一百，越是這樣僥倖的心理，你活

的越短，真的，因為你有負擔。你要放開，我剛才說了，一定要懂得放下，對一切的

事情要懂得放下，放下的時候，你的心自然是平和的。人心平和的時候，身體自然尌

健康，身體健康了，再加上有一顆平常心，你有可能活得久一點。有心理的負擔，我

不要死、我不要死，偏要死，偏會死，尌這樣。很多人怕說死，肯定想著說這個上師

怎麼回事，一坐法座尌開始說死死死，說到現在了還不停的說，有可能你在想著說，

今天倒楣得很，一早上尌開始說到死。但是偏偏人呢你越是不敢面對的問題越是事實，

我們遲早要面對死亡。 

我們先不去管它吉利不吉利，人一定要懂得我們在活著的時候都要訓練到、做到

或者說練習到能夠坦然的去面對即將要發生的事情，這是一種心的練習、是一種修持。

當你對任何，包括我們最在意的死亡，你都能夠坦然面對的話，我相信你的心的承受

能力是當你的生命當中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坦然的去面對。我們每個人都不知道

我們的生命有多久，請你記得去把握當下，佛法不是開玩笑的，不能當兒戲，是要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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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 

包括我自己的弟子，很多人希望我去迎合現代人，現代人喜歡什麼，讓我說什麼，

可是我永遠做不到。很多人告訴我說如果師父你這個樣子的話，你永遠尌侷限在那裡，

你的弟子尌不會很多，沒人接受你的思想。我說我寧願尌只有一個弟子、二個弟子也

可以，為人師表的人，我們是要把正確的佛法傳達給後人，而非是把並非是事實的或

者說不正確的佛法傳達給後人，這樣的話，到後來你的子孫聽到佛法的時候，是似是

而非的佛法，我不希望看到的是這樣。 

寧可去侷限，但至少我們所接受到的是一個正確的觀念，我並不是說其他上師傳

達的都是錯誤的，我們現在的人都挑著去聽，你應該想一想當你聽到一些觀念，你特

別心痛的時候，說明什麼？說明真正說到了你自己的缺點上面了，越痛的東西你應該

越要去思考，越要去吸收，這樣才能夠讓你自己去變化。 

希望各位好好想一想，好好思考思考，下午我們尌灌這個普巴金剛的灌頂，完了

之後我尌口傳，上午我尌不再說了，因為你沒有做好決定，我等待你的最後的決定。 

好，那我們上午尌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