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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相應法 

發心正確 

九乘佛法當中，金剛乘最具權宜性，所需時間較短，尤其是第九次第的無上瑜

伽，也稱為大圓滿（ Dzogpa Chenpo ）。 Dzogpa 指「圓滿」。 Chenpo

指「大」。中文翻譯的好，一切圓滿，無漏。 但要做到這一點，你也需要有同

樣的心態，同樣的態度。 態度不正確誰也幫不了。 所以總要持著正確的態度。 

過去，我受邀為基督教教會等各各宗教組織開示時，我從不談論如何皈依佛

教，而是像我現在跟你們說的一樣： 「 首先：要努力成作一個更好的人。 」

力爭向上的人發心正確，會為他人的福利著想。 如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並冒

充所謂的宗教或信仰體系的名義，那麼只是在欺騙自己，也不會帶來任何利

益。 

佛法修行最注重信仰與獻身精神。 兩者是相同的，但得誠信正見、正解。 錯信

了邪見邪解，即成為衝突、戰亂的原因，在生活中造成不必要的鬥爭。 

當你一心希望控制事物，自然會產生衝突。 因此，談到皈依佛法，實際上是皈

依普遍性的真諦。 不只普遍于一個人，不只于或高或矮的人，或男性或女性，

也不只于人類，而是普遍于三界六道的一切眾生。 這三界六道包括了（我們所

在的）欲望、色界和無色界。 在這些界裡有人類，也有所謂的人非人。 有天

界、阿修羅界，餓鬼界、畜生界。 無論投生哪一界，都是發心、態度、修行所

使。 所以，金剛乘的修法是與徹底開悟的善知識相應。 當你依循其無缺陷、無

垢、其不被任何情緒影響、也不受衝動、憤怒、復仇等煩惱所使，那麼你所體

驗的，純粹是對一切眾生的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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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達瓦 

無數劫以前，有位小公主，名叫益西達瓦（益西意思是智慧，達瓦意思是月

亮 —— 月亮的智慧）。 這位公主在過去的佛陀前發願。 那時候的人都祈願現

男子身成佛。 先發願來生得男身，因為有男身業障較少這種看法。 然後發願以

男身證得佛果。 但益西達發的願是生生世世現女子身。 實際上，她修行如此成

就，不必胎生。可以直接變成男子身，不用說：「這一生結束了，下一世我以

男子身回來。 」她想要的話，即刻可現男子身。 但由於她對眾生的慈悲心如此

宏大，並看見在各個修行次第都要如法，而且無論是女身或男身並不要緊。 於

是在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時代，她虔誠的發下大願，三界輪回皆有情未度

盡，誓不成佛。 

輪回是指一種反復不滿的狀態。 這反復不滿包含了，例如人間的生、老、病、

死。 或者更準確地說：成、住、壞、空。 萬物皆是如此。 無論是所謂的帝

國，人間的生、老、病、死，還是見到一座全新的建築，只見它分崩離析，然

後逐漸土崩瓦解。 瞧瞧雅典衛城，瞧瞧羅馬帝國，瞧瞧我們所謂的偉大事

業...... 即使在我國，也有許多舊建築，它們需要大量的維護，否則他們會崩潰

瓦解。 事實上一切事物都是這樣的，因為我們既是「可覆滅的物件和地

方」。 我們談到「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藏語裡稱「Jigten」，這個詞

意思是：「覆滅之地 」。 你在這世上所看見的一切皆是無常的。 為何？ 因為

它們終會瓦解。 無論是健康、青春、能力...... 世間萬物，都會經歷四個階段： 

1 ）成 2 ）住 3 ）壞 4 ）空 

在我們的這個地球，將會有一千尊佛入世。 四佛已來，其中最後那尊，依我們

人類年份計算是 2550 年以前。 之前有另外三尊佛也在在這個地球上的文明生

滅之時出現。 按照科學家的理解，地球出現過 11 個冰河時期。 連這種現象也

可以改變，可見事物總不是你所想像的。 事情往往被稱為是「顛倒」的。 這一

刻的喜馬拉雅山，以前在海底，但這一刻它是最高的山脈。 地球震動一下，改

頭換面，一切又不同了。 我們所謂的電子科技，與一點點的熱量接觸（火焰或

者熱水），也不就溶解了嘛。 什麼 iPad、iPhone 的，全沒了。 得重新開

始。 不久前科學家說：「我們發現地球生命的來源。 」瞧，他們試圖利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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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來指定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 佛法沒有這些。 一切都

解釋得很清楚。 反而科學家們會說：「啊，因為宇宙的流星攜帶著氮氣，這氮

氣是生命的要素。 」原因來自我們有限的理解。 

正如，當你聽到有人說外語，根據你的理解： 「 我想他可能是說這個那

個 ......」 這跟所說的具體毫無關聯。 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像有人不明白英

語，你會講英語，他們會說：「也許是他說是，也許他是說不」，實際上與事

實無關。 

這種情況追根究底也是邪見所照成的。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三界六道的出現，是眾生的心態所應化出來的。 所以你的心態與益西達瓦相

同，你就能像她一樣，終究化為觀音菩薩的眼淚。 觀世音菩薩，即大慈大悲觀

世音菩薩摩訶薩。 他可以成佛，但他為了普度眾生而現菩薩身住世。 觀音法門

引入中國後，造像本來是男身，過後逐漸出現了女形象。 我們觀看唐朝的觀音

石雕、圖片、繪畫，一些是男身，一些是女身。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觀音菩薩

的大慈悲就如偉大的母愛。 母親為了照顧子女，種種麻煩也在所不惜。 以中國

人的觀點，這相比之下比較女性化。 但實際上，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 

因此，需要正教，真修行。 

觀世音菩薩發願，只要有眾生在生死輪回中受苦，就不成佛。 所以無數劫以來

都是如此。 劫是什麼？ 一劫可以能是一段時間，比如一個地球、星球、行星系

統或者是宇宙的壽命。 此外，阿毗達磨俱舍論（釋迦牟尼佛形而上學的教誨）

解釋了一小世界、一小千世界、一中千世界、一大千世界，非常的深奧。 也談

到在三界六道裡，每一界的時間長短不同。 例如，龍樹進入龍宮學習大乘經

典，只去了一天，但回來時已過了人間五十年。 其實人類的壽命與其他眾生相

比是最短之一，即使跟恐龍相比壽命也很短。 正如我以前解釋過，如果把這地

球形成的時間縮短成二十四小時，人類的出現要等到該二十四小時內，午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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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一秒。 我們觀看《與恐龍同行》類似的節目，節目內描述：「嗯，這種

恐龍種類出現，並在接下來的 2.8 億年統治地球。 」所以，我們人類出現的時

間其實不久。 但是對地球造成的混亂最大，皆是由心所造。 

所以如果不能自我控制，沒有安全措施調節心態，將產生很多問題。 就像打坐

時，如果坐姿不正確，即使是向左右傾斜也會有不良影響。 心也是如此。 

觀世音菩薩由於發下大願，在許多劫裡救度了無數眾生。 過了一段時間，她通

過慧眼觀視六道，只見眾生無盡，雖然救度了許多眾生，卻還有很多眾生仍在

苦海中。那刻間，菩薩決心動搖，身體即時裂為千片。 因為菩薩曾發願當度盡

一切眾生，若退心，當令身裂為千片。 此時，阿彌陀佛化現在菩薩前告訴她：

「我來幫你，堅持信心，力行宏願。 」這就是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的由

來，頂上是阿彌陀佛之面容。 而益西達瓦公主是後來化為菩薩的眼淚。 這眼淚

是觀音菩薩後來以大悲心觀看六道而流出來的。 不是觀看她度化眾生的成

果。 出於悲心而流出的兩滴淚水，一滴形成白度母，一滴形成綠度母，她們都

是益西達瓦的化身。 

《二十一度母贊》 

我們修的《二十一度母贊》，這部經典不是人寫的，而是大日如來所著。 大日

如來是五方佛之一，中間那尊佛。 我們的禪修法是大日如來法門。 因此，《二

十一度母贊》可不是普通的文子。 而每一贊，是指度母二十一種可消除恐懼的

化身。 

恐懼 

恐懼是我們對無常的無明而想掌控事物的結果。 不知事事是否如你所願而恐

懼。 不尋求控制，放下執著，學會隨緣；就像水流到山脈，不是通流而是繞

流。 也不會從較低的地方往上流，太陽升起，它就會被蒸發；實際上只是遵循

自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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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所提倡的無為也是基於這種認識。 「我觀察萬物皆有一定的動態，不知該

給他取什麼名，就叫‘道’好了。 」「道」這字是從哪裡來的？ 從佛典教義借

用來的。 所以佛教裡說「成道」。 道指的是道路。 

同樣的，你們多位修度母，但如果發心不對，那怎麼與度母。 與蓮花生大士相

應呢？ 相應，須通過信仰和獻身精神。 有了信仰和獻身精神，就能悟到度母是

慈悲心的體現。 但如果你是想以此誇大自我，用力量壓制他人，那你得到的將

與你想像中的恰恰相反。 因為本尊修持法中有四種事業。 

本尊修持法四種事業 

一是息法。 「息」是什麼？ 是平息饑荒、疾病等，平息它，消除它。 這是第

一項事業。 

二是增法。 意思是充實，增長福德、壽命等有利於你實現目標的功德法門。 

三是懷法。 簡單的說，是感招善知識的氣質，是我們所謂的魅力。 

四是誅法，指的是降伏其他方法無法信服的魔障。 這是我們修咕嚕乍波（忿怒

蓮師）、瑪哈嘎拉等護法的緣故。 

這就像你母親叫你： 「 兒子，先做完功課才去玩耍。 」你卻不聽而開始去

玩。 母親瞪了一眼，你即刻做功課去了。 外表看上去是憤怒的，但心意是有益

無害的。為何？ 這是在照顧孩子，身為父母的責任是培育子女。 不是控制，是

培育。 培育是向正確方向指導他們。 如果讓孩子一意孤行，他們即會按照他們

所想而不是他們所需而行。 如果允許孩子吃他們想吃的，他們會選擇糖果類，

並不是一定有營養的東西。 因為他們對世界的認識比我們少很多。 我們作為成

年人責任是培育他們，而不是控制他們。 他們不應該成為我們的迷你版，可不

是「迷你我」。 大多數人都希望孩子成為「迷你我」。 他們若喜歡跳舞，就激

勵孩子去學跳舞，但孩子討厭跳舞。 他們喜歡彈鋼琴，之前也沒機會學習，便

激勵孩子學鋼琴，但孩子可不喜歡。 如果孩子可以有機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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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比較好。 所以必須引導他們，引向有益的；無益的，阻止它們成為一分

子。 這即是培育。 

有時我們以友善的方式解釋，他們不明白，並與我們唱反調，那麼我們便需要

表現憤怒的形象。 但其中的能源不是憎恨，而是愛戴，發自慈悲心。 

以上是上師相應修持法的四種事業。 無論是哪項事業，如果發心錯誤，態度錯

誤，是為了自己，癡迷于自己的欲望中，沒考慮到個人情面和因緣所故而一意

孤行，與其除障，所造的恰好相反。 與其增長善緣，卻是增長惡緣。 與其懷攝

他人的善根，卻招來他人最險惡的一面。 是懷攝了，但是錯誤的類型。 平息

了，卻是平息善緣，不是惡緣 。 

修行同時卻繼續跟隨自己的欲望，那不會結善緣而是結惡緣。 我們為什麼會感

受恐懼？ 恐懼的緣故是還未體悟到無常的意義。 因此，如果利用恐懼掌控人

權，那麼你將來也會經歷恐懼。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不同宗教的經文裡都有

談到這點：因果報應。 不管種什麼都是受千倍的果。 就如農夫在田地裡撒種

子，種子雖少但從長出來的秸稈中將有數千粒糧食。 所作所為並不是一對一的

回報。 

稍息片刻，仔細想想我現在說的話，這其實並不新奇。 若態度錯誤，不是以慈

悲發心，心想掌控，要他人寵倖誇大，那召感的不是善緣而是惡緣。 越修越顛

倒。 即使說：「我想改變我的生活，我要改變......」你也改不了，因為你仍然

衝動行事。 這在佛法修行中是很普遍的現象。 有些人專注于修行，但由於專注

的是：「我想給其他人看我有多厲害。 」結果感召顛倒緣。 由於度母、蓮師、

觀音菩薩等諸佛菩薩是慈悲和智慧的體現，你卻不是，而是自我放縱的行為，

所以與召感善緣恰恰相反。 為何事情重蹈覆轍，原因是還沒有真正皈依。 真正

皈依是信仰和獻身于一名合格的上師，信受奉行。 這樣做就沒有衝突。 然而，

這不是近來才有的現象，而是無始的，尤其是在這個欲界裡。 

生活中反復的衝突都是因為只聽自己。 如果這樣，又不重視受教，那麼自己的

所作所為也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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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事辦好 

我是把小事辦好，不必去擔心大事的堅信者。 每一個小意外往往是在片刻的失

誤中發生的。 我的隔壁鄰居冬天時（十一十二月間），一時大意跌破了髖骨，

得動手術，直到今天行走困難。 怎麼引起的？ 片刻的失誤，那片刻少過一秒

鐘。 

這一刻看電視裡紐西蘭打的廣告： 「 旅遊紐西蘭，地球上能找到這些美妙的東

西的最後地方，很棒。 」接下來，地震了。 只需要一個小地震。 所以我對你

說的是，世間萬物是以覆滅為因地。 這意味著它們有可被破壞的素質。 我們因

果業報而出生在這時代，但人生難得，非常難得。 所以要有信仰，不誠信上師

的指導，即使學了各種所謂的技術和方法都不會見效。 

聖經中說： 「 若你有如一粒芥菜籽般大的信仰，你叫山移動，它真的會為你遷

移。 」如果你有信仰...... 芥菜籽有多小？ 非常小。 信仰只要像芥菜籽那麼大，

就足以移山。 如果信仰與益西達瓦一樣強，她即化身為度母了。 信仰與觀音菩

薩相同，就能視觀世間之音，普度許多眾生。 但你現在信仰的是自己的欲望，

我們所謂的「自我放縱」，放縱于邪見與習慣。 

如果你不重視你的諾言，不重視你的修行，不重視剃度，該做的不做 ...... 如果

連基本的皈依戒都不重視，皈依佛法僧；皈依佛：視他為覺悟的醫生；皈依

法：如良藥的教法；皈依僧：所有支援你的菩薩 ...... 相反的，你皈依自己衝

動、思想、情緒。 所以召感的不是善緣，越修召感的惡緣越多。 

越修越辛苦，原因是還未理解慈悲是什麼，不明白佛菩薩體現的是什麼。 凡是

所感招來的都與心相應。 心持邪見，是無法召感善緣的。 

依照所擁有的做起。 既然學了佛法，行為為何還如凡夫似的？ 如果你不能比別

人做的更好，怎麼能得到他人説明？ 如果無法實現你設定的目標，怎麼能説明

他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心于自己的欲望，你留意不到其他的事

物。 正念是心態開闊的結果。 是自我放縱的反面。 心態開闊。 



8 

所以當我被邀請到基督教堂開示時，我很高興，他們也很高興。 牧師給我的理

由是：「我很健忘，但我聽說佛教徒修持正念。 」就因為這樣邀請了我。 我去

了，開示了。 用了什麼例子？ 我用他們所熟悉的例子。 我去那裡的工作是宣

教嗎？ 不是，我的工作是鼓勵人們力爭向上。 任何信仰系統都得尊重。 不必

去皈依它，但要尊重它，意識到別人對它的情感。 關鍵是要説明別人，不要製

造衝突。 以聞受佛法教義，就該這麼做。 收到了醫生的處方，就該依方服用。 

與其犯錯後道歉，乾脆停止犯錯，依教奉行。 這將是一場鬥爭，因為你將與自

己的習氣奮鬥。 但你不能讓它阻止你，得記住所許下的承諾，它即能讓你保持

正確方向。 正見，正確的見解。 不是積極思想。 積極思想是不實際的。 與積

極消極無關。 而是有正確的見解，正確的認識。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