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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的內容是皈依。大家學習佛法也許都已有一段時

間，皈依本身是進入佛法的第一堂課，按理說，在這邊不需要再

做討論。以世俗法來講，這是初級班的課，而恰恰這初級班的課，

雖是入佛門的第一堂課，但卻是貫徹到你我整個的修行。因此，

從這一個角度而言，皈依並不是一門初級的課程，而是一個究竟

的課程。但是現今很多學佛的人，可能都忽略了這一點。 

 

    談到皈依，在我們的感覺上都把它當作是一種初級班的課

程，可能每個人在第一次作皈依的時候會稍作思維，但是過了那

一堂課之後，也許就不會再接觸到皈依的內容。但是在我們整個

學習的過程裡，很多時候，因為我們把皈依想的太過簡單、太過

基礎，以致於可能會引發一些缺乏對皈依正確認識的後遺症。這

後遺症卻是恰恰影響我們真正學佛的態度，甚至會影響我們是否

精進的修持，以及對佛菩薩的信心，可能都會處在起伏不定的過

程裡。甚至到了最後，在一些重要的關鍵點，我們可能會退縮、

會變質，這是因為我們對於皈依三寶的這種心、態度與認知產生

了一些偏差，或者沒有足夠正確的認知所影響。要言之，皈依本

身是時時刻刻都必須貫穿在我們所有的學習當中。  

 

    在皈依的開始，便提到過皈依是一切戒的基礎，沒有皈依就

無法獲得所有三乘的戒律，不單單是一種戒律，而是所有三乘的

戒律都無法獲得。原因就在於所有的戒，都要建立在皈依的基礎

之上去領受、去修持，那怕是修一個法，我們前面都要念誦「皈

依發心」這是前行。所謂「前行」就是我們的基礎、我們的首要。

在這個首要的基礎之上，再去修持正行，也就是必須以皈依本身

為最主要的基礎來修持。比如修法，我們可能會講發心，但是往

往不太會著重去提到皈依本身，所以很多時候，念皈依文也不過

就是完成一個任務。我曾經要求過所有跟我皈依的人，要完成十

萬遍的皈依文，但我相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沒有完成這個

功課。實際上，它不是一個條件，它是為了穩固你我自身學習佛

法時的信心！ 



 

     

    想一想，在世俗裡面，要學習到各種的科學、文化知識都需

要老師，更何況是出世間這樣一個究竟的道，更加須要一位指引

者、引導者，這就是佛寶。那麼在世俗當中，無論是那個國家的

人，每個人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都有一個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以

及達成人生目標方法，這是屬於世俗的法、世俗的道。同理，如

果我們想要得到究竟修習的證悟，須要有一個道，也需要一個方

法存在，這就是法寶。 

 

    我們不是孤伶伶存在的一個眾生，就像各位，想一想我們每

天接觸多少人，跟多少人互動、共事，這些人是我們的同事、家

人、合作的夥伴等等；也就是我們世俗的同行者，而選擇什麼樣

的人作為同行者，是世俗的成功和獲得一切的重要因素。那麼出

世間的這個道上，也一定會有共同修行的同行者、同修者，而有

一定修行及其證量的同行者是一切同行者中最殊勝，最關鍵的同

行者，這就是僧寶。 

 

    所以皈依首先，就是要從這樣一個正確的角度，去思考上師、

道、以及同行者，這三者就像剛才前面所講的，是整個人生和整

個修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最主要的三個要素。在修行的道路上，

不管是初期，中期直到終点，不僅要有引導者和到達終点的方法，

更不可缺少僧寶的同行，因此皈依必須要貫徹到整個修行，一直

到達彼岸為止。 

 

    下面我們進一步了解三寶的重要性，對於我們這樣不懂正確

思惟而迷失的人，更須要引導者，讓我們能夠運用佛的智慧去思

惟，去看待人生；讓我們能夠漸漸地運用佛的智慧，以及佛慈悲

的方式、方法，去過生命中的每一分鐘、每一秒鐘；在待人處事

方面，我們更須要在佛的智慧指引之下，去互動、去溝通、去相

處。所謂指引者，指的是佛。佛是什麼呢？佛是『法性』。上師是

什麼呢？上師也是『法性』。那麼『法性』的特質是什麼呢？是洞

見一切、照見一切，卻本性是『空』，通常我們講『明空』。 

 

    想一想，生活當中，你的每一天都需要有個指引。就拿世俗

的思惟來講，我們所思考的，或判斷、分析一件事情，每個人都

有所謂正確的邏輯版，以及自己的一些論點、分析方式和方法來



看待。當你從孩提的時候，就不斷的去學習知識，為的就是讓自

己擁有一個比較全面、比較客觀、比較科學的價值觀與人生觀。

希望將來長大之後，步入到這個社會，能夠有更多的廣度和深度，

去看待這個世界，去看懂這個世界，去聽懂這個世界所有的人，

無論他是什麼膚色的人所講的任何一句話。 

 

    所以當我們從世俗裡面，學到某個知識的時候，我們可能一

輩子都遵循著這個科學，所帶給我們的這個方法去理解，無論是

對於人生觀、價值觀，或者是去認識你所看到的這個世界和人。

若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每個人當然會有一個思惟的標準，對於

價值的判斷標準。這個判斷，源自於你所學習的知識，以及你從

小到大，在小學、國中到大學，透過所有老師的教育當中漸漸積

累和凝聚產生的東西；也就是說，你世俗的這些價值觀以及邏輯

觀，都是源自你世俗的老師。 

 

    那麼在學佛的第一堂課，我們會發現為什麼要學佛？因為在

過去世俗當中的這些價值觀、人生觀，並不能真正的解決我們所

有的問題。所以我們才需要尋求一個新的突破，突破自己的思想、

突破自己固有的思惟模式、突破自己現階段的這種價值領域，這

些都是需要去突破的，因此，我們需要一位指引者。當我們決定

踏入佛門，且認定佛陀的指引才是最正確的指引，此時我們需要

有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就是堅持追隨佛陀的腳步和理念走完這一

個人生，這就是「皈依佛」的一種決心。我常跟很多人提起，並

不是佛菩薩需要你我來拜，而是你我需要拜佛菩薩；並不是佛菩

薩需要你我的追隨，祂才會覺得有存在的價值，而是你我需要追

隨佛陀的腳步，去真實的理解世間萬物，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地追

隨。 

 

    為什麼在前面我們提到皈依要貫徹？因為皈依在於堅定不移

的依靠。用世俗的話來講，也就是誓死如歸追隨的決心，這就是

皈依。所以皈依本身指的就是誓死如歸的追隨；這是從內心對於

佛法僧三寶生起的一種誓死如歸的追隨與堅定，這才是真正的皈

依。那麼在世俗當中，怎樣去體現這種誓死如歸的決心？從今而

後當我們踏入佛門的那一刻起，在這個有限的生命當中，無論遇

到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事情，我們自始至終都須要依靠佛的智

慧、佛的教導去思惟、去思考，去看待你身邊所有的人事物。如

果犯了皈依的戒，那就是捨法罪，為什麼是捨法罪呢？一切教法



由三寶組成，如果背信棄義三寶，那麼是不是捨法罪？ 

 

    現在的人，常常都是講到佛的時候才會用佛法，沒有到佛堂

的時候，就不會去運用佛法。『法』指的是佛的智慧，不會運用

佛的智慧去思惟，還是純粹用自己的思維模式；甚至很多學佛的

人到現在為止，依舊是固執，固執什麼呢？固執於你在世俗當中

所學習到的那些知識。雖然你已成為一位佛弟子，但是到現在為

止對於很多問題的看法，你還是會沿用以前的那種思惟、那種觀

點、那種角度、那種深度，在理解、在看待、在學習，那些是佛

的智慧嗎？那些完全是世俗的知識。如果你用世俗的概念去思惟

現在所學，那麼產生的結果自然就是世俗的。所以很多時候你還

是會很糾結、很無奈，其實無奈是一定的，因為世俗的這些價值

觀、這些理念，如果能夠解決人生的生命課題，那我們就不需要

佛教的存在，因為整個已經是一個佛教的世間了，還需要再分一

個佛教嗎？就沒有再分的必要了。  

 

    那麼為什麼還是要分呢？分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以往的

認知和觀念叫做世俗，它並不是很客觀、高度很高，對生命的理

解也不真實。實際上，它理解的是徹底顛倒，是很表象、很自私

的，它帶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片面、自私、表象的思惟模式；

帶給我們的答案始終都是圍繞著自私、表象，這樣的一個結果，

最終你我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無法真正的走出自

己的困惑，因為你還是運用著你原來的思惟模式，這就叫做誓死

如歸的追随嗎？不是的。雖然我們並沒有與生俱來佛的智慧，也

不是從一生下來就接觸到佛法，但是至少當你接觸到佛法的那一

刻起，你就要常常的去練習，必須利用佛法的思惟，去看待、去

理解每一件事情，無論事情大小都得要這樣去思惟，這就是佛的

智慧與佛法的運用。這才是真正的始終如一與真正的追隨和依靠。 

 

    在皈依時提到過，在這有生之年，我將追隨佛、我將追隨法、

我將追隨僧，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呵護和珍惜佛法僧三寶。如何去

珍惜呢？並不是一天到晚把『佛法僧』掛在嘴邊就是珍惜；並不

是見到廟拜一拜就是珍惜；並不是每天迷迷糊糊的拿著一串念珠

拼命的持一些咒就是珍惜，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追隨。我們需要的

是你心裡面，始終以佛法作為自己的思惟模式，以佛法的修持作

為自己行為的準則，這才是真正的學佛、才是真正的皈依啊！假

如平常你在法會中會念佛號、會想到佛法，但法會一結束之後，



你就想不起佛法；如果這個時候，你還是用一些世俗的方式與方

法，那麼在那個當下，你所追隨的就是世間道，而非真正的佛道。

因此，你追隨、你聽從、你練習，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所要介紹的皈依，並不是告訴大家什麼是佛？什麼是法？

什麼是僧？我相信每一個人都知道皈依三寶，那就是『佛法僧』

三寶。皈依之後就會有皈依證，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可是在平

時裡，我們真的會注意到剛才所提到的這些東西嗎？我作為一個

佛的弟子，我需要用佛的智慧去看待這些，我需要用佛的廣度和

佛的角度，去看待生命當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你會這麼去做

嗎？還是會尋找很多的藉口和理由。也就是說佛法畢竟是佛法，

我們是世俗人，雖然我用佛法去想，但那個人不會用佛法去想，

到了最後還是我吃虧？事實上，我沒有看見過佛菩薩是怎麼吃虧

的。二千多年過去了，這個世間到現在為止，每個眾生見到佛菩

薩的一個泥塑像，還是會肅然起敬，這是因為祂的智慧，祂的慈

悲所產生的影響力。如果你希望成為一個人見人愛的人，如果你

希望成為一個沒有煩惱的人，而且能夠很平靜的去看待每一件事

情的人，那麼你更需要時時刻刻用佛法來洗禮自己，真正用佛法

來薰陶自己且善加運用，這樣才能夠真正的達到這個目的。 

 

    當然在初級的階段，你我仍處於顛倒認知這樣的一個前提之

下，所以每個人會覺得說「佛就是佛，世俗就是世俗」。但是從

究竟的意義上來講，到底世俗是何謂？佛又是何謂？沒有任何這

種的區分，並不存在「佛」、「世俗」等等這些名相。雖然你我

現在還是那麼的執著，認定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世俗就是世俗、

佛法就是佛法，目前我們仍無法衝破這種思想的界線和分別。但

是至少我們要有一個想法，或者說一個方向，那就是要究竟朝著

一個完全衝破這種界線的境界，這是應該要有的一個方向。我們

總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個世俗就是世俗、佛法就是佛法，這樣的一

個境界當中去學習佛法，去度過你每一天的學佛。現在我們雖然

還無法證悟，但是至少需要用佛所教導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

佛所教導我們待人處事的方法，不斷地去練習，不斷地去應用，

這樣才是真正的皈依三寶。 

 

    總而言之，就是自始至終在任何時候，包括睡覺時，你我的

內心都應該要有很清晰、很堅定的三寶存在。如何在睡眠當中有

三寶呢？這就要看你的白天，而不是看晚上。如果在白天你運用



的好、練習的好，晚上自然就會有三寶；如果白天所想的都是世

俗，那麼你有沒有發現當你躺下來的時候，通通都是這些事情，

所以你睡不著，眼睛雖然閉了，還是翻來覆去無法入睡，因為你

想太多了；或許你認為這些事情不想不行，必須要去解決。在很

多時候，我曾經無數次提到過一點『只存在練習世俗或佛法，而

不存在有沒有練習』，其實都是在練習，對吧！所以我們不存在

學習和不學習，只有存在學習了什麼？不存在用和不用的問題，

只存在用了什麼？只有這樣的一個區分。無論我們怎樣的翻來覆

去尋找答案，最終就算我們仍在初級階段，也只不過是這樣的一

個區分而已，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分論。 

 

    人一旦有了思維就像一個機器開始轉動，這中間只存在你轉

動了什麼？怎麼轉動？只有這樣的一個分別。所以當我們一醒過

來，腦袋開始轉了，在這個轉的時候，只有一個區分，要怎麼轉？

你當下的這個思惟裡面，該想什麼？不該想什麼？很多人說如果

我天天想佛，這個世俗就會跟我脫節，那麼你就錯了。其實佛法，

除了你現在看到、感受到的這一切真正的內在東西之外，沒有什

麼其他不同的東西。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會認真去思考？如果

是經過認真的思考，你會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其實佛法講的，就

是自己怎麼去理解、怎麼去看待，今天我身上所發生的事情？用

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它？用什麼樣的角度去認識它、理解它？只

有這樣一個區分的概念而已，並不存在其他的東西。如果將佛法

善巧地運用在你生活中的分分秒秒，又怎麼會有所謂跟這個世俗

脫節的問題呢？按理說，應該是更任運、更自然地運用在你世間

的一切，不是嗎？ 

 

    佛陀的教育是一種內在的智慧境界，這種智慧所代表的並不

是文字，或是一個有形的東西，他是一種內在、能意會，卻不能

用象形。所以只要能夠表達自己內心對於現階段的這種認知和理

解，只要能夠聽得懂或能感受到的詞都是佛語。假如我們聽到一

些所謂專有名詞，而這些名詞讓你徹徹底底的迷失，那麼就不是

佛法更不是佛詞。很多時候你的思想、你的態度，並不是停留在

一個文字上面。現在的人很喜歡在文字上做工，就像寫文章一樣，

認為一個人的文學底子好不好，就看他寫的東西漂不漂亮、美不

美？其實它不過是一個形式，這種形式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去

體現。比如說審美觀，審美本身並沒有真正的規則，它可以用任

何方式去體現所謂的審美，所以現今會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人，或



東西被世人稱作是美、漂亮，實際上就看你怎麼去呈現而已。 

 

    就僧寶而言，並不是每個都穿得像我們一樣紅色袈裟來到你

跟前，才叫做僧寶。如我們前面所言，真正能夠把佛陀的智慧運

用自如，便是真正的修行者，真正學佛的人。然而所有穿著袈裟

的人，不一定都能夠運用自如；反之，沒有穿袈裟的人，也不一

定就不懂的去運用。也許有一天，對你修行上產生幫助的這些同

行者，說不定就是一個穿著高跟鞋、畫著濃妝的人，所以千萬不

要被這個外在的東西騙了自己。 

 

    皈依本身就是一個內在的，並不是一個外在的形式。換句話

說，皈依是先有內，才能有外。 外，就是我們真正的作皈依，然

後拿到皈依證，這就是外。但是如果沒有內，那麼外便無法成立，

因為一張紙代表不了真正的皈依，它只不過是用形象的東西來證

明，當你內心真正的皈依了之後，這皈依證才是有效的證件，否

則它就是一張沒有作用的無效證件。所以並不是每個人拿到皈依

證之後，有了一個上師便萬事大吉了，因為皈依是一個學習真正

的開始。 

 

    同樣，對於上師的這種依止是由內而外，不是由外而內；也

就是你必須從內心深處對上師要生起依止的心，這樣才會互相的

利益。現在的人注重外在，比如說那個師父年輕嗎？我應該找一

個年輕的，他應該會比我晚走，懶惰的心就開始生起來了；還好

我有上師，我死的時候，就請上師幫忙，覺得上師是可以幫忙的。

就像前面皈依所提到的，如果沒有辦法在內心生起那種誓死如

歸、堅定不移追隨的那個心，三寶就無法真正與你的生命相融，

也無法得到三寶的護佑。這是因為你心不在焉，你的心不在那個

點上面，那個點就無法交會。所以依止上師，不是一個形式的問

題，而是一個心的問題。假如只有形式沒有心，縱然你的上師是

一個真正的覺悟者也很難救度你，原因就在於你不在那個點上。 

 

    在藏傳佛教裡面，我們常用一個鉤和一個環做為比喻。鉤跟

環分別代表著上師和弟子；鉤代表上師，環代表弟子。比如在一

個平整的東西上，如果沒有環，那麼再好的鉤也無法鉤上這平整

的東西。反過來，當這個平面的東西上面有個環，卻沒有鉤，那

麼再多的環也沒有人提、沒有人鉤。很多事情都是同樣的道理，

不在於做表面的形式。我們現在就是形式太多了，形式太多的原



因是什麼呢？那是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皈依是什麼，還是

一知半解。許多人在認知上，會自然而然的回答說，皈依就是剪

頭髮拿皈依證，就是佛教徒啊，這是經常會聽到的一個答案。 

 

    皈依的戒律是什麼？很多人說皈依的戒律就是不能殺生、每

天要做供養、每天要念皈依文，這就是皈依的戒律。單單一個戒

殺，如果在你的內心深處沒有佛菩薩，如何戒殺？其實是無法做

到的。如果在你的內心深處沒有佛菩薩，從那裡來的一個柔和語，

因為沒有佛菩薩就沒有慈悲。那麼我們反過來再去理解，佛菩薩

到底是什麼？佛菩薩指的是一種無私的智慧與慈悲。如果沒有智

慧與慈悲，我們那裡來的佛性？你能戒殺嗎？戒殺並不是像一個

法律條文而已，這種戒殺的決心，是源自於你內心深處的佛性啊！

所以我們常常說學佛先從心開始，而佛法修來修去，修的是什麼？

修你的心、導正你的心。從一個分別到無分別，從一個錯誤顛倒

到正確認識，從一個執著到放下執著，這一切都在於心的問題，

實際上沒有一樣是外在的東西。因此，佛法僧三寶指的就是這種

內在的智慧與慈悲，我們要經常的去練習，才會生起想追隨和依

靠的決心與堅定。 

 

    很多人說只有藏傳佛教講上師，上師是什麼呢？上師是佛的

化現、是法的化現、是一個聖者同行的化現，整體就是三寶的化

現。這種化現，並不是只針對學習藏傳佛教的弟子。今天在你的

內心裡，任何一個正確的認知、正確的行為，皆源自於上師的這

種認知。實際上，只存在於「你有認識到了嗎？」也就是存在於

一個「有認知到」和「沒有認知到」的區分而已。那麼在顯教裡

有沒有呢？其實是有的。在顯教裡只是沒有認知到上師是佛菩薩

三寶的化現，所以没有提到上師的重要性，但無論是否提及到，

他依然是三寶的化現。 

 

    因為所有顯教的弟子都是從法師的教導中，去吸收所有的法

義、教義，透過這些法師、這些上師的督促、督導指引下，一點

一滴讓你的內心有了改變、有了變化，有了正確的行為。因為這

些法師的存在，以肉身示現在你我身邊，長期相處的過程裡，他

的一言一行、感染力，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和行為有了很大的變

化。只不過沒有用上師這樣的方式明顯的提到，但是重點在於你

我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認知，而沒有這樣的認知並不等於是不存

在。如果你的思想境界能夠達到那種高度的話，你就會明白一切



的一切都是源自於上師、得益於上師。如果你的思想境界不在那

個高度，那麼就算是藏傳佛教的弟子，也不見得能夠認識到「上

師就是一切」。 

 

    比如很多藏傳佛教的弟子，雖然認為上師說的對，但是覺得

這個對於目前的我還不適合，其實這就叫做否定；或者認為上師

不見得都清楚，所以才會說這樣的話，如果他都清楚，一定不會

說這樣的話。這就可以用中國的一句話來說明：「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對於世俗很多的東西，上師可能未必會知道，但是剛

剛前面提到過，你自己的心一定要在那個點上，那個「點」是什

麼呢？指的是佛法的點，法性的點。如果你在那個點上，那麼上

師所講的任何一句話都是法；如果你不在那個點上，那麼上師所

講的任何一句話都是無意義的。所以很自然的你就會產生剛剛的

答案「啊！這不適用於我現在目前的狀態」，由於你不在那個點

上，所以就不適用；而上師不了解我，也因為你不在那個點上，

所以不了解。 

 

    過去我從不干涉弟子們的穿著或化妝，很多人會私下問我

說：在法會的時候，有些人穿的很時尚，妝畫的很亮麗，可是到

佛堂這樣不好吧！我想一想，雖然不要去執著那一個外在所看到

的東西，但是各位也必須去想想，當有一群人執著於這些的時候，

你是否應該要學會收斂一點，而不是做一個獨行俠我行我素，因

為這是一種尊重，照顧别人的感受是一個佛弟子該有的素質。但

是我們並不能確定世俗裡面沒有佛菩薩，也不能否定不能用世俗

的方式度化和利益眾生，這樣否定是絕對錯誤的。 

 

    因為有很多人就需要透由世俗的方式去傳達佛法的訊息，感

受可能會強烈一些，接受會更直接一點。當然每一個人不一定都

是相同的，因為有些人喜歡正統佛法的教育方式，才感受得到那

就是佛法；而有些人用世俗的話去告訴他，他會聽而且照著去做，

覺得這是適合他的方法。所以度人需要方式和方法，比如說佛陀

針對八萬多種的煩惱，所開演出八萬多種的法門，而很多上師像

遊戲人間般，其實遊戲人間指的並不是玩遊戲，而是說明在這個

世俗的階段裡面，對於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夠因人、因事去施教，

這就叫做遊戲世間。 

 

    但重要的是，你我的心始終要保持在三寶的那個點上，在佛



法裡，這樣皈依具足了、上師也具足了，才能夠真正的明白理解，

對於在金剛乘或藏傳佛教裡面所講的「上師就是一切」這句話。

否則，你永遠把他設定在那個胖胖的、瘦瘦的、高高的、矮矮的、

白白的、黑黑的，眼睛大大的、小小的形象上；如果你一直設定

在那個地方，那麼你看到的永遠就只是一個凡夫俗子，而絕非是

三寶的化現，真正意義上的「上師」。在你所修習的一些法門裡，

不管是什麼法門，當有一天你真正能夠理解到「一切皆為上師相，

一切皆為上師意，一切皆為上師語」這三句話的時候，你便會知

道不論是阿彌陀佛也好、度母也好、觀世音菩薩也好，原來就是

上師。 

 

    也就是說可以做到「萬法歸一」，因為祂們本來就是一，沒有

二，是你將上師分成一或二或三…，而不是上師本身有這樣的分

別。所以佛法僧三寶是上師，上師就是佛法僧三寶，這是我們首

先要理解的，而不是去理解那個相。又比如我們講佛陀指的就一

定是釋迦摩尼佛嗎？祂不能是燃燈佛，或者是阿彌陀佛，有區別

嗎？我們可以去思惟一下。當然我們畢竟有「分別心」，所以佛菩

薩為什麼會化現這麼多的相。因此，當你我的智慧漸漸達到那個

思想的境界、那個高度的時候，就會歸宗為一。上師三寶，就是

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我們講到智慧和慈悲，在平常的修持裡，這兩者缺一不可，

要運用智慧和慈悲，去貫穿你全部的所思、所想、所行，這樣才

能夠證悟。所以對於皈依也好、上師也好，在我的認知當中，我

是這樣去認識和理解的。你們也可以想一想，你是如何去認知與

理解？但是有一點認知，從我們現在一直到達彼岸為止，佛法僧

三寶始終時時刻刻的伴隨，這是必須的。除非你不想解脫、不想

到達彼岸，只要任何一個想到達彼岸的人，從踏入佛門那一刻，

佛法僧三寶必須是如影隨形，而三寶真正的如影隨形就是上師。

如前面所言，如果你把肉身的上師當作是終極的，那就太可憐了；

因為這樣的思想太過世俗且不能再俗了，更沒有任何實質的意

義。一定要記住，不是執著在一個肉身或表相，因為上師是三寶

所化現的這個肉身示現在你跟前，讓你感覺到真實的存在，能夠

彼此交流，所以才有這個肉身的出現。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曾提及過轉世與輪迴，是完全兩碼事情！

輪迴是沒有自主權，它是被業力所推動，推向你往哪裡去你根本



沒有選擇；但是轉世可以選擇，很多上師由轉世而來，為什麼可

以這樣做選擇？因為祂不是被業力推動而來的，祂是帶著一種使

命，渡化眾生的使命，以這個肉身化現的方式來到這裡，所以這

個肉身是藉助用的，祂有很多種示現的方式。因此，當我們要依

止一位上師的時候，絕對不是依止這個肉身，絕不能因這肉身的

不同相、不同的表現，而讓自己的心有所起伏。比如像沃薩多傑，

他是直貢傳承當中，近代最有名的上師，是一位真正的金剛上師，

亦是真正的覺悟者。但是他所示現的這個肉身，卻不是以一般人

能夠去理解的。他喝酒，甚至會打太太，吊起來用鞭子抽打是常

有的事，這就是沃薩多傑的示現。如果我們用這個肉身所示現的，

這樣去直觀、去判斷好與壞，那是最糟糕的！因為在這個當下，

你會對上師起了不好的心，由於我們不了解上師的每一個示現，

都有他自身的意義。 

 

    沃薩多傑，是在一九四幾年前後的上師，那是一個動盪的年

代，在中國來講，是佛法將要遭浩劫的前夕，鄰近所有寺廟都即

將要毀滅。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所有眾生的福報是最微弱的時

候，這是很確定的事。你我會遇到佛法是因為福報，當眾生的福

德資糧足夠時，正信的佛法會住世，讓每一個眾生都沉浸在正法

的海洋當中；可是當眾生的福德資糧不夠的時候，正法將會隱沒。

所以那個時候的眾生是福德最微弱的，由於福德微弱，上師會提

早示現一些景象；因此沃薩多傑示現給當時所有的弟子，就是那

麼一個相。想一想，凡是不能夠真正地意會上師的精髓，而起了

惡心惡念的人，都沒有辦法獲得法喜。而在當時依然能夠堅決、

堅定依止追隨著沃薩多傑的人，如雍噶仁波切便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一些修持源自於沃薩多傑的恩澤，而獲得了文殊閻魔敵的大

成就，這就是對上師的行持。因為他所依止的是上師內在的法性，

而上師的法性是沒有好壞之分的！ 

 

    其實外在的表相，就像一個演員演戲給世人看，從這裡面透

視很多的訊息，這些訊息未必都能夠對我們有用，也未必都能夠

理解。所以我們要看的是內在，而不是外在的表相。一定要記住，

不論依止那一位上師，不是去看肉身本身，而依止的是内在法性。

然而首先必要的前提，是遇到一位真正如法的上師，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代，自稱是上師的人，多如牛毛、多如繁星；但是真

正如法的上師，就如白晝的星星，很難尋覓。所以外面的表相再

年輕、再帥都沒有用，這些不會讓你解脱、讓你證悟。 



 

因此，每個人都要牢記，當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一位好的上師，

一定要學會珍惜，一定要讓自己的心去練習，義無反顧、視死如

歸的追隨，這是你必須要做到的。因為只有今生你才有這樣的機

會，如果錯過這樣的機會，從一個學佛的角度而言，你今生的生

命不但白白虚耗了，而且在很多世當中再難有值遇上師的機緣，

那麼對於解脱更是遙遙無期，所以一定要加倍珍惜今生的機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