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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剛乘當中灌頂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我們需要有

一個比較正確的態度與認知，用一個較為嚴謹的前行來領受灌

頂。今天的台灣就像在西藏一樣，可能法會、灌頂滿山遍野，也

許沒有特別的地方，但是從嚴格的教義來講，灌頂本身是一個很

重要的儀式，不能單純以加持來理解，更不能單純用所謂的儀式

來看待。凡是進入到金剛乘的修行法門，想透過今生的修持獲取

證悟、成就、解脫的任何一個眾生，對於灌頂必須都要有一個正

確的認識。而對台灣大多數學佛的弟子來講，灌頂本身可能類似

像所謂的加持一樣，由於這樣的認知，使得我們對於灌頂的這種

態度可能就會不夠嚴謹。  

 

    我們通常講灌頂叫做「授權」或者是「加冕」。所謂「加冕」，

是一個「因上受果」的一個儀式。因為原始自性（法性），果就是

證悟、解脫，故而原本是法性的本初覺醒稱之為因上受果，因此

利根器者領受灌頂當下就能明心見性。「授權」為獲得能觀想本尊、

持誦心咒、修持禪定此法門的權益，就算是鈍根器者獲得灌頂後，

從儀軌的念誦、法身的觀想、禪修，以及心咒的持誦中漸漸頓悟，

所以灌頂不僅是方便與智慧，更是一切傳承上師的加持和悉地。  

 

    灌頂看起來雖然都只是念誦儀軌，類似像加持這樣的一個概

念，但是這裡面卻含括了很多內在的緣起。這些緣起，在我們自

身修行的過程裡，對證悟或覺悟所產生的作用是不可思議的。灌

頂本身，就是一把開啟寶藏的鑰匙。在獲得這個灌頂之後，用著

自身的修持，能夠更快速的獲得即生成就；所以灌頂本身，除了

授權之外，他是一個因上而受果的一個過程。以上我們所講的權

利授權、或授權修持、或者果的授權等等，皆歸於為理解灌頂本

身的意義。 

 

    在金剛乘裡面，灌頂並不是一個隨便的儀式，也不是一個可

以隨隨便便獲取的。但是現在時代不同、眾生的根器不同、所有

的法緣也不同，可能屬於一般意義上，這樣的灌頂到處都有。但



是無論在何處，做為一個真正金剛乘的弟子而言，我們需要有一

個比較正確的觀念去看待所領受的灌頂，不論灌頂本身的儀式是

一般的簡軌或是完整的廣軌，所有的儀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

以，我總是在灌頂之前，先做一個嚴謹的前行，也就是說在領受

灌頂之前，我們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和認知的前行。或許在很

多人的心裡面，只想得到灌頂就可以，但是這樣的灌頂只是一個

結緣式而已！  

 

    我們在領受任何一個灌頂都需要有一個前行，這個前行主要

在於發心。如同任何一個法會或灌頂，假如發心不正確，那麼想

要獲得完整的灌頂，或是得到一個法會的圓滿，這是很難的一件

事情，所以我們一定要多用一些時間和精力，用心的去調整自己

的心態。無論在進入這個佛堂之前，你是如何去定義自己所要領

受的這個灌頂，或是以怎樣的心態來領受灌頂？總之，在入座之

後，任何一個大乘以上，包括金剛乘在內的所有修持者，首先，

一定要學會把所有的眾生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事

情。 

 

    所有的念誦，那怕只是念誦一句佛號、一句咒語，我們都要

學會將眾生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無論現階段

我們有多少的煩惱，生活、事業有多麼的不順或不好，但是我們

依然要學會將眾生放在第一位。因為把眾生放在第一位，這樣的

一個發心，是讓自己在參與任何法會或灌頂時，成為一個圓滿的

關鍵，更是徹底斷除一切煩惱痛苦的唯一方法。也是希望能夠更

快速、更圓滿的成就解脫這個目標，唯一的竅訣。所以無論我們

所領受的灌頂是多麼的殊勝，如果自身的發心不正確，任何的法

在我們的手裡，都將會失去他的殊勝性。 

 

    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要只想著你一個人命苦，只有你

一個人有煩惱，這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人都有煩惱，不會只是你一

個人有煩惱；不會只有你的家庭不好，每個家庭都有它不圓滿的

地方，有一句話說：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所以不要總是怨天

尤人，因為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因此，

我們要學會換一個角度去思惟，去觀察自己的現狀。假如有一天

這世間沒有了煩惱、沒有了不順，那麼六道輪迴將不存在；假如

這個世界凡事都是開開心心，那就已變成是淨土了。  

 



    所以，在心理上首先要有一個認知，我們現在還處在輪迴，

不是在淨土裡，有煩惱是自然的、是正常的。因為有這些煩惱與

不順，才使得我們今天有機會學習佛法，在內心深處才會生起一

個強烈希求想要解脫的欲望。如果沒有這些，或許想學佛、想解

脫的心未必會生起，除非有前世的記憶，或有前世很深的因緣，

在出生之後，一聽到佛法便生起歡喜心而想去學習佛法。除此之

外，多數人因生命有了變故而走上學佛的道路，或遇到現實當中

諸多的挫折，而真正接觸了佛法。 

 

    我相信每一個學佛的人，終極目標應該都是解脫，解脫煩惱

跟痛苦。既然我們的終極目標是解脫煩惱跟痛苦，那麼不管領受

灌頂也好，或者參加任何的法會，乃至於自己做功課時，所有的

初衷、動機、目標就是為了讓一切眾生都能夠解脫，而將所有的

眾生放在第一位。理由很簡單，因為以目前世俗的這種歷程來講，

為什麼每個人都還有這麼多的煩惱跟痛苦？這是因為從過去到現

在，我們總是把自己放在最首要的位子，因為將自己放在第一位，

所以會產生這麼多的煩惱跟痛苦。現在，我們要解決所面臨的種

種煩惱跟痛苦，那麼我們的態度、方法，自然都要徹底的改變。  

 

首先從觀念上，我們要學會將眾生放在第一位，然後把過去很

重視「我」的這一個部分要試著放下，而以「眾生」取代一個單

獨的我，去做這樣的改變。唯有這樣的改變，我們才有真正的機

會透過所有的修行去淨除、去解脫，今生才有機會成就。如果不

試著去放下我、不試著以眾生去取代我，還是一味的把自己放在

首要的位置，不但我們在修行上面不會有所突破，甚至在修行的

過程裡，還會變本加厲的增加煩惱和痛苦。所以，真正的關鍵、

竅訣，就在於最初這種心態的改變。 因此，我們在領受灌頂之前

都會重複講述發心，這個發心所指的就是菩提心。什麼是菩提心？

願一切眾生都能夠脫離苦海、願一切眾生都能夠獲得安樂及安樂

的因、願一切眾生都不離快樂及所有一切的美好，以這樣的心態

去持守我們的菩提心，普緣一切眾生。 

 

    我們講「捨」，它是一種平等的心。也就是要放棄、摒棄內心

深處對於所有眾生的愛和恨、喜歡不喜歡、要和不要等等。放下

所有的對立，我們才能夠讓自己的心解脫，才能夠讓自己在每個

時刻，當你看著身邊所有的眾生自然生起歡喜的心，才有辦法使

你的心比較平靜、客觀、理性的，去看待身上所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始終需要在這上面不停反覆的練習，而不是只有說一下下、

想一想就過去了。 

 

    我經常提到說，修行就是練習。所謂練習，並不是做一次就

過了、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因為這不是在完成一個任務，而是要

去練習自己的心。心本身最原始的樣子，也就是佛法中所說的究

竟的法性，這是心的本體。但是現在他已經變相了，為什麼呢？

這些變相是由於我們自身的貪、瞋、癡等等的煩惱障，以及所知

障而形成的。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練習的過程，讓他漸漸恢復

自己原有的面貌、恢復原有的本性。 

 

    所以發菩提心，並不是當被提醒的時候，想一下就過去了，

這不叫發心；而是要時時刻刻的去練習，讓自己保持在一個，為

一切眾生去領受灌頂、為一切眾生去累積福德資糧的心態上。那

怕是走一步路、說一句話，始終是以利益一切眾生，這樣的一個

發心去修行，也就是以菩提心攝受的發心。攝受的意思，就是將

時刻只為自己求好的這種心態，轉化成為利益一切眾生的願行。

所以不論參加法會、灌頂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只要是做為

一個佛教徒，就要時刻去練習這種菩提心。然而，能不能夠真正

的獲得圓滿的灌頂，關鍵就在於有沒有用一個菩提心來領受。  

 

    總而言之，你我學習佛法不是只為了自己一個人，而是為了

一切眾生而來學習佛法，這是我們必須要想清楚且理解到的佛法

最終的目的；也就是修持佛法最終的目的，就是為利益一切眾生，

為渡一切眾生而聽聞、而修持。目前你我還是處在一個迷思的狀

態之下，所以，我們需要透過學習、透過修持，讓這個迷思回歸

到清淨無染，使自身的智慧回歸到最原始的本性，因為在清淨無

染的智慧狀態下，才能夠利益一切眾生。因此，我們從一開始鎖

定目標的時候，就不是只鎖定在個人的解脫，而是為利益一切眾

生都能獲得解脫的這個目標上面，這就是前行。 

 

    不論你在那裡領受的任何灌頂、那一個傳承的灌頂、那一位

本尊的灌頂，這個前行都不會改變的，因為這是共同前行，以菩

提心攝受的共同前行。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多用一點心去練習，

因為只有菩提心，才能夠讓一切眾生真正的解脫；若沒有菩提心，

一顆自私的心，是絕對無法讓任何一個眾生解脫。譬如以最簡單、

最熟悉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例，如果沒有菩提心，連這個小小



的願望都達不到，更不要說真正的證悟了。所以領受灌頂需要有

菩提心的攝受，以菩提心做為根基。在前面也提到過，灌頂絕非

是兒戲，也絕非是一個把戲，他是非常嚴肅且非常嚴謹的領受過

程，方能獲得圓滿。 

 

    平時，我們就要多了解灌頂本身的意義，並且要有一個正確

的態度去看待灌頂。因為有了正確的認識，才會有一個比較嚴肅

的態度，去對待任何所領受的灌頂；否則，我們會很容易存在一

種輕視的態度。原因是什麼呢？這是由於對灌頂本身真正的意

義，沒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大多數的人所理解到的，只是一般

傳承的接續。然而真正的灌頂，他是一個能不能讓你此生真正『即

生解脫的內在緣起』。也就是說，此生能不能透過金剛乘的這個法

門獲取即身成就的內在緣起，就在於灌頂。  

 

    大家一定要正確的了解到，灌頂不僅是一種授權，而且是一

個果的加冕。在領受整個灌頂的時候，除了要有菩提心的攝受之

外，還必須要具足的一個認知「上師就是三寶的總合，上師就是

真佛」，這是我們從皈依藏傳佛教的那一刻開始，就提到的一個觀

念。當在領受灌頂的時候，這個觀念變得更為重要，也就是說，

不論領受什麼樣的灌頂，能不能真正如法的得到這個灌頂，就在

於那個當下你能不能視上師為真佛，這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灌頂絕對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儀式，因此，有三昧耶這樣一

個灌頂的戒律存在。灌頂的戒律就是一種嚴苛的存在關係，因為

這樣的關係，將灌頂的上師視為真佛，我們才有辦法真正的得到

灌頂；否則，還是回到原點，可能只是一個加持。所以在灌頂的

時候，我們一定要發自內心，產生這樣的認知和觀念，這是一定

要具備的。這不僅僅是練習自己的清淨觀，甚至也是平時對於自

身修持上的一種提升。因為有了這個觀念，相對的，離自己的法

性也就越來越近了！當你內心建立了這個觀念，你就是真正的在

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座前領受灌頂，由祂親自傳給

你，那麼對於後面的部分就很容易理解。 

 

   為什麼我們講三昧耶，這是上師與弟子之間的戒律。最終，上

師要你跳進火裡去，或讓你從懸崖上跳下去，你都會義無反顧、

毫不猶豫的跳下去。為什麼呢？因為做為一個真正的佛弟子，如

果是文殊菩薩，或阿彌陀佛讓你跳，你會不會跳？除非你對阿彌



陀佛沒有信心，如果有信心，你會毫不猶豫的選擇跳下去。假使

你的內心沒有這樣的認知，就會感覺好像有點牽強，有點不大合

理；甚至會認為什麼你讓我跳，我就跳，我可以抉擇不要跳嗎？

當你有了這樣的一個區分，接著再以世俗的觀念去理解之後，就

會存在一個世俗的判斷和世俗的抉擇，自然就無法做到一百分

了。當然這一切的前提必須是一位具德的上師，具德上師以利益

眾生為使命，絕不會讓弟子去危害任何一個眾生（除非是邪師），

所以大家對具德上師應堅定不移的追隨。 

  

    在這個地方特別提這些，並不是要各位在領受文殊菩薩灌頂

之後，我讓你跳你就跳，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想告訴各位，在學

習過程，如果你試著這樣練習去做，那麼在今後學習藏傳教法的

過程裡，可能會讓你避免很多的困擾。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

法看法，即使再好的上師，看久了還是會看到缺點，如同藏族裡

有一句諺語說：「金子做的釋迦牟尼佛看久了，也就是那麼個黃塗

塗的，沒什麼了不起。」其實人與人之間相處過程很微妙，當相

處久了，大家肉眼所見到、耳朵所聽到的東西會越來越多；多了

之後，這些東西全部會在你的心裡面，七上八下的在那兒翻江倒

海，最終阻礙的是自身的修行。所以清淨觀本身，並不是為了對

境，而是為了自己，讓自己的修行能夠更圓滿，能夠更無障礙的

前進而去練習，決不是為了去保護對境的形象而定。 

  

    各位在領受那麼多的灌頂，或者說追隨那麼多的善知識、上

師之後，更需要去注意自己的這種心，也更要為自身去練習清淨

心。而練習清淨心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

把你所依止的善知識、所依止的上師、以及所領受灌頂的上師視

為真佛。將他們視為真佛，那麼在你內心深處的起伏、翻滾或其

他的影響等等自然而然就會減少。因此，才會不斷的提到灌頂或

依止上師，是一件很嚴謹且嚴肅的事情。對於我們自身而言，他

絕不是兒戲，而是能否真正解脫，能否真正成就的根本，也是基

礎。 

  

    所以領受灌頂，接受藏傳佛教的教義、修持藏傳佛教的法脈，

必須在擁有菩提心的基礎之上，且必須要建立上師是真佛的這個

認知，這樣才有辦法成為真正藏傳佛教的弟子。在這樣的基礎與

認知之下，所有金剛乘的法義，才能夠在你的相續當中真正的紮

根，才能夠真正的領受於心。 總而言之，對於灌頂的前行，除了



須具足菩提心之外，對於上師要有信心及恭敬心；就藏傳佛教金

剛乘來說，對於上師要視為真佛想。不論你在何處於何人領受灌

頂、所領受的內容為何，都必須要學會延續灌頂本身所要具足的

前行。這是一個心態，而且需要常常去做練習。 

  

    那麼我們今天修的主題是文殊菩薩。修文殊菩薩的灌頂，主

要是因為對於任何一個想解脫的眾生而言，都存在著很多智慧上

的障礙。所以，每個人都希望能夠獲得一個殊勝的智慧，讓自己

今生能夠去除學習上的障礙，在佛法上面有所覺悟、有所證悟。

但是這個智慧，指的並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 很多人包括在座的

各位，在社會上都是相當優秀、聰明的人，從你們的履歷、工作

經歷中都能見到是佼佼者，且能夠獨當一面。也就是說，世俗中

這種訛虞我詐的聰明才智，你們一個都不缺少。但是在這邊所說

的智慧二字，是源自於佛教的教義，而不是出自於世俗的知識力；

世俗的聰明與佛法裡所說的智慧是有本質上的區別。我們在世俗

當中的聰明，也許是希望能夠給自己帶來名利、榮譽，能夠讓所

有的人折服在我的腳下，讓所有的人都佩服我的才華、我的謀略，

讓所有的人都折服於我的言詞等等。但是真正的智慧並不是要折

服誰，而是能夠很清晰的看到世間一切的真相，讓你我更清晰、

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所以，智慧首先最要緊的，就是如何很清晰的去了解一切眾

生都是我的母親，這是第一個課題，也是一個關鍵的課題。因為

先認識了六道所有一切眾生都是自己的母親時，後續我們才有辦

法去做。雖然我們學佛，很多時候，好像隱隱約約知道眾生是我

的母親；可是很多時候，又不能夠很確定六道一切眾生就是我的

母親。我們常常都是在這樣恍恍惚惚的狀態當中，對於很多佛法

教義的理解與認知也是如此。一會兒是處在上師說的對，這樣的

認知裡；可是過後，很快內心又覺得好像有矛盾，又不信服了，

就是在這種有智慧和無智慧之間漂浮著。所以才會造成在學習過

程裡，我們一會兒覺得需要精進，一會兒又覺得為什麼要這麼精

進？一會兒覺得這個佛菩薩很好，一會兒又覺得不過就是那個樣

子。這是當貪嗔癡煩惱障越重的時候，所形成對智慧的一個屏障，

而產生的所知障。文殊菩薩就是希望透過祂手中的那把利劍，去

斬斷和根除我們所有的貪嗔癡。  

  



    每個人在世俗當中不缺乏聰明，但在學習佛法上面，我們卻

缺乏太多的智慧。剛才前面提到，對於經論的理解需要有智慧；

作為一個佛弟子守持因果戒律的時候，需要有智慧；作為一個佛

弟子和師兄弟之間的相處，乃至說一句話的時候，都需要有智慧；

那麼無論自身做禪修還是持誦咒語，都還是一樣需要有智慧。如

果沒有智慧，我們就不能如法的持咒，也無法真正靜下心來去做

禪修。那麼言語更不用說了，也許我們內心深處並不是有那樣的

想法，但嘴巴常常會惹禍，常常因為自己的一句話，或者一個觀

念，讓自己堅持很久的一些戒律、修持都會在那個當下毀於一旦。  

  

藏傳佛教中所講的，是在整個修持的過程裡面，方便與智慧是

雙運，是一體兩面的。方便與智慧，從我們學習佛法的開始到證

悟，都要貫徹到整個的學習當中，從第一刻要貫徹到最終的證悟，

這兩者缺一不可。沒有了慈悲成不了佛，沒有了智慧依然成不了

佛、也不能夠解脫，所以慈悲不能失去智慧，智慧不能失去慈悲，

慈悲裡面要有智慧，智慧裡面要有慈悲，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真正

的解脫、真正的證悟。 

 

所以智慧很重要，因為有了智慧，我們才不會把佛陀的教義，

斷章取義；因為有了如法的智慧，我們才有辦法客觀的去理解佛

陀的教義。如果沒有真正的智慧，我們常常都會用人為的去理解

佛法，所謂「人為」就是用自己期待與希望的方式去理解佛法。

甚至在藏傳佛教裡面，弟子會用自己的期待，期待上師所展現出

來的，是按照自己的期望來展現，這就是我們所講的片面，也叫

做偏激。然而真正的智慧，就是要去除這種偏激、不合理、不客

觀、不全面、不深入的理解。因此，當你在整個學習過程裡，能

夠全面、深入、客觀、理性的去理解、去看待所有佛法的修持時，

你便有了真正的智慧。 

  

    有些時候，我們在閱讀文章，讀第一遍就能夠將文章記得清

清楚楚，其實這並不是真正的智慧；或者你能用鋒利的詞語去征

服所有的人，這也不見得就是真正的智慧。反而世俗的這些聰明，

正是蒙蔽你真正智慧的障礙，所以叫作所知障。可能有很多人都

自負於自己平常在世俗當中的這種表現能力，所以也將過去這些

在世俗當中的一些表現跟能力，全部套用到佛法裡面。實際上，

這樣反而會讓自己永遠都迷失在世俗的階段而無法自拔，且深陷



於這種世俗當中卻不自知。這個時候，便更加凸顯出智慧的重要

性。 

  

    文殊菩薩的智慧是要讓你很客觀、理性、全面的，去深入了

解世間一切事物的本質，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智慧。每個

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問題和困擾的事情，喜歡鑽牛角，甚至在

學習佛法的時候都是這樣。對自己在一些佛法上面的認知，喜歡

著重在文字上面繞來繞去，最後把自己困死在裡面。比如說中文，

很多人自負自己的中文水平很好，也認為自己從小受到良好的教

育，所以當看到很多佛教的理論時，這個文字的意思明明就是這

樣，但卻一定要再加以研究文字延伸的角度是如何，這就是太過

於執著文字了。 

  

    很多時候，文字只是一個傳達的媒介而已，它並不是代表真

正究竟的法；而是透過文字本身的一種描述過程，讓我們大概有

一個深入的方向而已，但它不是究竟的。所以，當你一味的想鑽

研文字義理的時候，那就說明文殊菩薩跟你離了十萬八千里路。

相反的，很多人雖然不大會講太多的理論，口才也不及你、記憶

力也沒有你強，講出來的道理也沒有你深奧，但是他對於佛法的

信心和恭敬，從理念上面都是乾乾淨淨非常單純的，就像一個小

孩子一樣那麼地天真，其實這個的時候，文殊菩薩就在他的頭頂

上！  

     

所以，文殊菩薩真正的智慧是什麼？是讓你我的內心，從裡到

外的一種「清靜、單純、真誠」這就是真正的智慧。很多人也許

經文背不起來，但是他對於法、對於善行、對於因果本身的那一

種細微的取捨、堅持，我就認定他是有智慧的！剛才前面提到，

真正的智慧，不是體現在世俗裡面。反過來說，世俗的風光是最

沒有智慧的，因為世俗只會讓我們輪迴、只會讓我們迷失，道理

這就是這麼簡單。而佛法的智慧，是讓我們能夠真正地看清世間

的本來面目，讓我們能夠很認真、很堅定的放下所有的執著，這

就是智慧！ 

  

    我們現在學習佛法，都是用世間的聰明來學習，而不是佛的

智慧。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難免會把自己的修行弄得很糟糕，甚

至會造成很多似是而非的行為、言語和觀念。你說它不是佛法的

觀念，但又不能完全徹底地否定它沒有佛法的概念；但說它確實



是佛法的觀念也不是。因為在那個觀念本身，夾雜著太多世俗的

觀念在裡面，怎麼說是佛法的觀念呢？可是說它不是佛法的觀

念，它卻全部用因果論，全部用的是修行、解脫等等這一些名相。

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有智慧來判斷這些似是而非。 

  

    所以，從學習佛法的那一刻起，不論在世俗裡你扮演的角色

是什麼，我們需要的是把所有學習到的、聽聞到的佛法，深入到

你的細胞裡面、深入到你的言語當中、深入到你的思想當中，這

是我們需要懂得的。因為今天你我不是用智慧來指引、來約束著

學習和修持，而是用世俗的聰明啊！這些聰明源自於那裡？皆源

自於「貪、嗔、癡」，所以世俗的聰明是貪嗔癡的產物；而佛法裡

面的智慧，是修行慈悲、菩提心的產物。 

  

    現代人，末法時期的眾生尤其更需要智慧，但是各位一定要

記住，並不是接受了文殊菩薩灌頂之後就有了智慧。 在最前面跟

各位提到，任何一個法不去修持，是不會有結果的。 也跟各位稍

微說到，世俗的聰明和真正的智慧是二個不同的概念，需先分類

出來，原因在於那裡呢？當你願意每一天去修持文殊菩薩，經過

一段時間之後，以往世俗中那些能說會道的口才、騙人的伎倆等

等，都不會在你腦海中生起來的時候。 想一想，這是不是修持文

殊菩薩所獲得的智慧呢？又比如現在很多學習佛法的人，喜歡抬

槓、堅持己見，修持文殊菩薩之後，你漸漸地發現自己不再像以

前一樣，那麼的固執、那麼愛抬槓了，讓你不會在世俗裡面，去

造作更多世俗的事情，這就說明你修持文殊菩薩開始獲得智慧了。 

 很多人依止上師，在上師的教導裡，常常都要打很多的折扣，比

如上師在法座上講 100句，聽者只接受 50句，其餘 50句認為是

不太合理的，經過篩選放棄了；有的人則篩選 80或 70句；有些

人可能只篩選了 30句，也表示下次再來聽聞的機率就很小了。而

吸收 50或 80句的人，會慢慢變成是自然而不是強迫自己去聽聞，

而且慢慢在學習過程裡，慢慢慢慢懂得多了也就會接受的多。這

個「慢慢慢慢的懂」就是智慧了！ 

 

    不論是你還是我，我們都同樣缺乏智慧，所以很多事情常常

沒有辦法做的很圓滿。比如在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時候，你過去非

常在意的一個「理」字，覺得有理走天下，只要我理站得住，什

麼都不怕，認為是對方理虧，為什麼要去認同，當然要指正對方。 

可是當有一天，你不再那麼堅持自己過去所堅持的那個「理」字，



而開始漸漸地在你的內心深處，會考量到對方一些感受的時候，

說明你開始開竅了！一個沒有智慧的人，你所說的每一句話，不

管有多少的理，都會讓對方起煩惱；當你會用一些讓對方聽起來

比較舒服的方式，去溝通的時候，你就是有智慧了。  

  

    現在許多人，可能將大部分的精力、思想都放在世俗的事情

上，因為我們畢竟是在家人，這個時候的狀態就是缺乏智慧。就

像我們之間很多時候，你會感覺是上師逼你來上課、來參加法會、

來做供養等等；做的時候，心態也是上師說了才做，若沒有特別

說不見得會去做，這就是我們之間強迫性的行善。如果有一天你

不需要有人逼，不需要我這個上師強迫你，而是你自己願意花更

多的時間、願意花更多的精力，在修行上面的時候，表示你真的

開始開悟、開竅了。 

  

    又比如，我們做供養、行善、做修持，每個人開始做的時候，

心中會有我做這個，得到這個果報，就是要看到很多的效果，這

是世人所希望看到的。就像今年做了一百萬的布施，明年應該可

以賺回來二百萬，這樣布施才有功德力對嗎？或者供養了幾百

萬，那麼明年生意應該會更好，若生意不好就是供養錯了嗎？當

然，我不是說這樣的想法是對還是錯，而是當你有這樣的想法時，

就等於是把供養的善行與世俗的收獲畫上等號；也就是說有這樣

的觀念生起時，就是你我缺乏真正智慧的時候。當一個人漸漸的

不會主動去想，我做了多少應該要得到多少，依然還是很歡喜、

很堅持的去做，而且希望所做的是對我的生命更有意義，這就是

智慧的產生。文殊菩薩的智慧就是要從這些去體現！  

  

    我們要的就是從自己的修行、從自己的觀念上，真正去突破、

認知與清醒，這才是真正文殊菩薩的智慧，而不是世俗社會當中

所謂的巧言令色、阿諛奉承、爾虞我詐，這些通通都不是所謂的

智慧。實際上，從我們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之前，事事都需要智

慧。我曾說過，每一個人都是從出生到死亡，事事都處在需要做

抉擇的一個過程中；總之，你一生都在做選擇，每一個選擇都需

要有智慧。可是人常常因為缺乏智慧，對於已經做的明智選擇，

因為一陣愚癡的風吹過來，可能又將之前的抉擇都推翻。甚至在

你我日常生活當中，也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自己後面的一

些觀念行為，而否決了前面的抉擇。 

  



    在學佛的過程，尤其如此，今天覺得這樣很好很歡喜，到了

明天，突然那裡來的一個歪風，讓自己把昨天所有的決定都全盤

否定了，這個歪風就是貪嗔癡！就像突然覺得做功課是多麼重要

的一件事，於是開始天天做功課；過了一陣子，又感到功課沒有

那麼重要，有機會再做，便放一旁，當你都不想做的時候，這就

是歪風；忽暗忽明當中閃爍不定，這就是貪嗔癡的產物。你我從

早上到晚上，從年輕到老的這個過程裡，都處在一會兒好像很清

晰、一會兒又不清晰、一會兒喜歡這樣、一會兒喜歡那樣的狀態

當中。這個時候，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在學習佛法上面態度的

轉變，也就是處處提醒自己，我們更需要有一個穩定的智慧、堅

定的智慧，來指引我們所有的方向。因此，我們需要文殊菩薩的

指引。 

  

在藏傳佛教中，文殊菩薩禮讚文是加持力極強的法門，任何

一個佛學院每天早上都會念誦這個禮讚文，這是千年來從未曾改

變過的。所以不要想著這個我早就會了，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帶

過的。在灌頂的時候，除了灌頂者態度要很認真之外，接受灌頂

的人，態度也要非常認真，而不是三心二意的，這樣灌頂才算是

圓滿，而且你我都歡喜。你歡喜是因為看到我的認真，我歡喜是

因為看到你的認真，這才是真正的皆大歡喜、真正的大圓滿。 

 

文殊菩薩本身是需要去修持的，而不是灌頂之後就可以結束!   

如果灌頂結束之後什麼都不去做，絕對不會有任何智慧的產生。

記住一句話，所有的智慧無法單獨產生，它需要一點一滴慢慢的

去累積起來，你才有辦法真正的擁有智慧。就像充電一樣，要從

一二三四這樣慢慢加上去，讓它滿格，所以需要一點一滴的認真

去修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