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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多杰羌佛辦公室 

（第八號公告） 

 

 

 

第七號公告的標題是嚴重的罪業，敬請刪除。以第

八號公告為正確的標題，請廣為傳播，利益大眾！ 

 

 

今由第三世多杰羌佛辦公室公布的“淺釋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是由第三

世多杰羌佛親自開示的，是統攝佛教的修行見地，是修行人的無上法寶，沒有宗

派的分別，不屬於密宗，也不屬於顯宗，不屬於凈土宗或其他任何一宗，不分大

乘、小乘，凡是佛教徒，在學佛修行的菩提道上要前進取得福慧增長、成就解脫，

對這一百二十八條邪惡、錯誤知見是絕不可犯的，這是十方諸佛菩薩不認同的共

行知見，凡認同者皆屬所犯。修行人必須依此鑒別法印證知見，凡有所犯，修任

何法必然不得受用，永住輪迴，乃至墮入三惡道中。 

此知見法對修行人百利而無一害，可是相反的，對假修行之騙子，對邪惡錯

誤知見者，對打著佛教大旗的假聖德，所謂的大法王、大仁波且、大法師等，卻

猶如剝掉了他的傷疤一般疼痛。這是為什麼？原因之一，凡是假聖人，都是以騙

取眾生的錢財為目的，毒害眾生的慧命而不顧，因此他們所講之法必為邪說之邪

惡錯誤知見，而這一百二十八條知見，會徹底照出他們的原形，大家當下就可知

道他們外表是著名巨聖，實際是邪惡之人！由此他們會憤怒填胸，垂死掙扎，必

然瘋狂報復，乃至對第三世多杰羌佛恨之入骨，詭計陰謀妄生，對此知見鑒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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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誹謗，或害怕暴露邪惡醜態而採用間接花招，用另外的形式攻擊第三世多杰

羌佛。大家只要細心觀察就會發現，這些攻擊第三世多杰羌佛或這部知見鑒別法

的人，個個都犯了一百二十八條其中知見。原因之二，因為這部知見法光明無私，

純凈的利益眾生，是絕對的佛陀正法，會斷滅妖孽邪師和假聖的騙子事業，因此

他們必定反對攻擊以維護他們的私欲利益。而他們的攻擊卻恰恰證明了他們是邪

師，又是騙子！ 

這些攻擊者或許會愚癡地說：“我們這一派與這些知見無關。”千萬記住，

只有邪魔妖孽派才與這知見無關。因為這是統攝整個佛教的知見鑒別法，是宇宙

因果規律的真理，任何宗派，只要是佛教，條條有關！這是純淨利益眾生解脫的

知見鑒別法，無論什麼人都一目了然，深者見深，淺者見淺。這些妖孽攻擊者或

許還會說：“這個知見鑒別法不正確。”你們大家好好想一想，是維護眾生慧命

利益正確呢，還是助長欺騙眾生，掠奪眾生錢財正確呢？是違背釋迦佛陀教戒正

確呢，還是維護佛陀教戒正確呢？比如擁有開頂的聖證量，與只是口頭講理論沒

有開頂的證量，哪個正確？擁有拙火定的真功夫，與只是口頭講拙火，沒有真功

夫，哪個正確？我們提出幾條淺顯易懂的問題，大家即刻就能明白：難道認可破

三乘戒律正確嗎？認脫離菩提心修行正確嗎？認戒律不需全部守，認弘法可冒稱

佛菩薩正確嗎？認說假話騙眾生之師？認助師惡行是在護法？認對徒自稱佛菩

薩？認剃度出家可吃葷？認為斷我執不管他痛苦？認拿錢就灌頂佛法？認上師可

索拿弟子財產？認大菩薩不如山神護力強？認具闡提心行者是高僧？認佛書低安

高僧座下？難道可以認犯這些罪惡的人是正確的嗎？認他們為聖者嗎？大家一定

要清楚，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純淨的大悲菩提之心利益眾生，故只施以利益，不收

行人供養，就憑這一點，邪師假聖根本做不到，他們要貪拿他人的供養來利益自

己，由此，他們必然對第三世多杰羌佛恨之入骨。這已經不是天差地別的概念，

而是光明和黑暗的兩端，甘露與毒液的區別！永遠記住一條，妖魔與佛陀是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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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妖魔和騙子是以殘害眾生為目的，佛陀是護佑眾生為宗旨。所以，凡妖孽騙

子定會瘋狂破壞佛法，必定反對第三世多杰羌佛無私利益眾生的佛法開示，他們

妄圖以誹謗攻擊來掩蓋自己的邪惡錯誤知見，防止大家看穿他們。但是，你們會

清楚地看到攻擊者一定是百分之百犯了一百二十八條知見某些條款的，否則就是

聖德，就會讚嘆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淺釋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的法義是維護如

來正法、維護眾生利益的。且不說一百二十八條統攝了三藏經律論的法義，只就

其中嚴守三乘戒律、堅持菩提心修行、明信因果、誦經必須懂經文真諦、嚴持六

波羅密這五條之履行，已涉三藏精華，是故一百二十八條知見為無上珍寶佛法。

所以凡一切誹謗人士，必然是假聖德、邪師或騙子、妖孽！希望一切善男信女深

研鑒別，樹立正知正見，擦眼鑒別邪師妖孽，促進福慧增長，早證菩提！ 

 

 

第三世多杰羌佛辦公室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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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多杰羌佛 

淺釋邪惡見和錯誤知見 

（摘自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開示） 

 

今天我為大家講什麼呢？就開示至關重大的成就解脫關鍵佛法吧。這一次我

必須要提醒大家，今天我對大家講的法確確實實是不能忽視的重要。重要在哪裏

呢？這是關聯到你們學佛修行是否能受用，能福慧增長成就解脫，或者墮入三惡

道的大事問題。今天講到的是“邪惡見和錯誤知見”，凡是學佛修行人的人，只

要犯了一條邪惡知見，這個人是不能成就解脫的，而且也不會增進福慧資糧，修

成道力境界。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只要是你想了生脫死，得到成就解脫，就

不能犯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只要你犯邪惡知見其中一條，就不可能修起福慧資

糧而且無法成就解脫。但如果犯了以後，懺悔了，當下改正，就沒有問題了。錯

誤知見的罪略微比邪惡知見輕一些，雖然略輕，有的條款犯一條也會出問題，有

的只要犯二三條，同樣不得成就，不得受用。這是所有佛教徒必須要執行的一種

了生脫死證成就聖果的鐵定法規，這法規不是誰編造的，這是因果的規律，是十

方諸佛菩薩之菩提共行。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是《解脫大手印》裏面必須的一

個重要部分。為免有的人理解錯誤或講解偏邪亂說，所以今天我親自講釋，這是

粗略的淺述。 

邪惡知見大概為：所謂“大概為”就是說，這裏並沒有包括完所有的邪惡知

見，但主要依法的已經包括了。只要不犯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自然你就成了菩

提道上正知正見如法的修行大德。 

以下每一條款均以“認”來立標，也就是只要認同、同意、執行以下條款，

就是犯了邪惡知見。 

第一條，認鬼神為解脫主。把鬼神認作當成我們依止解脫的主人，把鬼

和神作為我們依止成就的領袖，確定認為這鬼神可以救我們出離生老病死苦，認

為只有鬼神才是救我了生脫死之主子。其實鬼神本身都未能了脫生死，所以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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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我們學佛修行人的解脫主。 

第二條，認神通為成就目的。認修行學佛是為了證神通變化，得到神通

就是我們追求的 終目的，得到神通就成就解脫了。要明白，神通與成就解脫完

全是兩回事，無論有多大的神通，也不屬於成就解脫的本質，因此，圓滿福慧，

證空性真如，生死自由，才是成就的目的。 

第三條，認可破三乘戒律。認為所受的三乘戒律是可以破犯的，在某種

因緣下或特殊修法下我們可以不守三乘戒律。必須注意，無論什麼條件，三乘戒

律都不可破，任何人，包括高僧聖者法王等都必須執行，否則就是披著佛教外衣

的左道旁門。 

第四條，認脫離菩提心修行。佛法中有很多修行的方法，無論用任何修

行法，都不能脫離菩提心，只要脫離了菩提心，任何修行都是邪惡的修行。所以

修行 重要就是不能脫離菩提心，也不能認同脫離菩提心者。 

第五條，認戒律不需全部守。只要你受了某個戒，就得不折不扣的守，

每一條都得守，不能認為只守其中一條或部分戒條，某些戒條可以不守。只要認

為戒律可以不必全部守，此理念不僅是邪，而且是惡。 

第六條，認弘法可冒稱佛菩薩。認為我們自己為了弘法，或者某人善巧

方便弘揚佛法，這種情況下，為了抬高地位接引他人，可以稱自己是什麼佛菩薩，

叫徒弟、友人宣傳自己是某某佛菩薩。只要有這類行為或觀點，就是邪惡知見。 

第七條，認常見為實有非幻。這是勝義諦義理，認為一切法都是實實在

在的，不是幻化的，是現實的，人與人之間，物與物之間，事與事之間都是真實

的，一切世間法不是無常的，而是實有、是真實不虛的，一切都是實在不是幻化

的，這是邪惡知見。 

第八條，認空性離常獨立。認為空性跟世間法的一切常見沒有關係，只

要進入空性所有現實的一切都不存在，認為空性中沒有這些有為法的現實安住，

空性是獨立的一個空，這種見已經邪惡。悟得空性沒有離常，證到空性以後就知

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二者互不相礙，一元本諦，真空妙有應無所住之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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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認只修法不修行得解脫。認為我今天只要學了某個法，我就

成功了，例如我現在修金剛換體禪何等了得，我可以作法，可以任持操運了，我

修拙火定排除諸障，還要修什麼行啊？我不修行都可以，我會成就，我會解脫的。

這太邪惡了。 

第十條，認法身是有形相體。我們的如來藏真心，即是指法身，這個法

身是法報化三身之一，把法身形容成有形相、有大小、有顏色，或者有什麼覺照

清靜、安樂快感，只要認為法身是一種有形相知味的體物，就是邪惡知見。 

第十一條，認依佛力做壞事無罪。認為依於自己修法的力量，已有十

方諸佛菩薩的加持，自己做點壞事是沒有罪的，因為佛菩薩會馬上來把它消失掉。 

第十二條，認斷我執割斷父母情懷。為了斷掉我執，連父母親的關係

都不認了，或者自己要出家，父母傷心悲哭，而你照常不理睬父母的感受，還認

為這是斷掉我執的行為。其實這種忤逆不孝，叫做邪惡知見。斷我執，恰恰要利

益眾生關心眾生，把自我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不是不顧父母的感情，把父母的

關係一刀兩斷。 

第十三，認只要做好事，就具聖涅槃。認為我們只要是做好事，一切

都是利益眾生的，就已經具備了聖者的涅槃，就成就為佛菩薩了。要知道，做好

事是有相布施，由因果所然，生人天福報。而聖涅槃是證聖境的事，那是要真正

了生脫死任運自如的無為境界，不生不滅的聖地。所以認只要做好事就具聖涅槃，

是邪惡知見。要明白除了做好事，還必須結合無為聖法的修持，才能具聖涅槃，

這是沒有二路可走的。 

第十四條，認無大悲菩提心行是菩薩。在這個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

法王、仁波且、大師、大法師，他們其中一些人並沒有菩提心，也沒有菩提心的

行為，但是由於他借助於某種宣傳，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大菩薩，實際上是假

聖德。所以，沒有大悲菩提心的人，無論他是什麼身份的人，都不是菩薩，認這

種無大悲菩提心行的人是菩薩，是邪惡見。 

第十五條，認不明信因果迷命理運氣。不明信因果，不相信因果，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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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因果，而相信算命，相信運氣，這是邪惡知見。要知道萬事萬法都是因果關係。 

第十六條，認空諦說理，離實修行持。這種情況在顯教中比較多，在

密宗裏也有。尤其是現在普遍炒於社會上的一些人，都喜歡空諦說理，什麼禪門

的參悟啦，什麼萬法無自性，本然屬空啦，什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啊，什麼意念

空寂如如啦，什麼不來不去的本性天然啦，把這些道理講得天花亂墜，神玄難弄，

尤其是喜歡把《壇經》搬來講，把《金剛經》拿來講，把般若拿來講，說一大堆

空諦說理，但離實修行持，不去宣傳實際的修行，不告訴眾生如何實施菩提的道

果，如何行持菩提的實相行為，這種人太多了，非常嚴重的違背因果。佛法的空

理空諦，可以講，但那只是理論，解決不了生死問題，所以釋迦牟尼佛才告訴我

們要如何修行，修行轉換因果才能實際證入那些道理所講的境界。所以凡是認空

諦說理，離實修行持的人，這是邪惡之人，邪惡知見。 

第十七條，認六道輪迴是傳說不實。對天人、阿修羅、人道、地獄、

畜生、餓鬼這六道，認為是傳說中的存在，不是實在的有，鬼是沒有的，六道都

是不存在的。只要有了這種理念，就會造成一切因果都是空假的囉？不成立囉？

要知道，想明白一點，釋迦牟尼佛說六道輪迴真實不虛，生老病死苦、五濁惡世，

你們大家現在就在這個現實生活中，難道不是這樣嗎？事實就是如此。如果否認

輪迴，就是跟佛陀對著幹。可以把人間生老病死苦的世界說成極樂世界，在這裏

打一個比喻吧，確實有人想把苦集諦的世界改變建立成人間淨土，這種從善其流，

樹利他風，導引大家做好人好事，是行四無量心的舉動，但是如果認為這個世界

可以建立成真正的人間淨土，這就違背佛陀教誡了。任何辦法都改變不了因果輪

迴的規律世界，無論以什麼形式產生出來的結果都不是淨土。人間就是人間，淨

土就是淨土，完全天地之別、聖凡兩界。因為淨土是不生不滅，思衣得衣，思食

得食，不存在無常相。而所謂的人間淨土中，充滿著完整的生老病死苦，思衣無

衣，想得食得不到食，還得要自己勞動賺錢來才有，不是憑意念觀想得來的。處

在這個世界中，不想生老病死，但又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存在，必須生老病死痛苦

充盈著，無論用盡任何辦法所取得的結果， 終還是輪回世界的無常相果，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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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滅無常，無論任何聰慧的凡夫都脫離不了五濁痛苦，因為這就是無常六道輪

迴的必然規律。所以六道輪回是存在的。 

第十八條，認大喇嘛大和尚定大聖德。只要遇到是大喇嘛、大和尚，

就認定此人是聖僧了，是大聖德。什麼叫大喇嘛、大和尚？就是非常有名氣的，

或者是全世界震驚性的某種高僧，就認為確定他們是大聖德。其實這些人物，他

們有可能是聖德，也有可能不是聖德，乃至有的非常著名的佛教法王，實際上是

凡胎一個。 

第十九條，認利益大於佛法。在我們個人的利益與佛法相對立的時候，

你取佛法還是取利益？如果你將利益看得高於佛法，你是邪惡知見。利益不能高

於佛法，佛法是無上珍寶，寧捨生命不捨佛法。 

第二十條，認念超渡咒殺生無罪。認為我們念超渡咒可以超渡眾生，

殺死的眾生，還有其他的任何眾生，只要他們死了，我們可以念超度咒超渡它們，

這樣就沒問題了。但如果你持念超渡咒去故意殺生，是超渡不了的，罪孽非常大。

所以認為可以念超渡咒殺生，無有功德增益，只有黑業上身。 

第二十一條，認逆行聖量菩提根本師定事。這個根本師是指聖量菩提

根本師，有聖量又有菩提心行的大德，且無犯一百二十八條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

者，我們修他的法作為根本法來修，如我們修他傳的法作為本尊，準備終生依修

他傳的法成就的，這就是根本師。如果根本師所定的事情，弟子反著做或者不執

行，這是邪惡知見。但是，這位根本師已經犯了一百二十八條知見，那時，無論

此師是法王，還是尊者、大師，都已經構成了邪師根本了，所以，他決定的事，

你是絕對不可以順從、執行去助惡於邪的，只要繼續順從邪惡錯誤知見之師，自

己無論修任何佛法，不得受用。 

第二十二條，認敬佛敬師不孝父母。有的人對他自己的師父，對佛菩

薩非常的尊敬，但是對父母語言撞擊，行為逆反，不孝順父母，乃至遠走不理，

這是邪惡知見。 

第二十三條，認地位身份不認了義。有一些地位相當高，甚至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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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流的大法王、大仁波且、大法師，他們講的法如果是錯誤的，而我們不從

正確的了義上去識別，不是應對佛法義理去判斷是否正確，僅僅因為他是大法王

等外表身份地位就認為他們的講法是正確的，這是邪惡知見。 

第二十四條，認眾生是佛退化成。有些人動不動就把眾生說成是佛，

說眾生無始以來就是佛，由於無明煩惱生起才由佛退化成眾生的，這是不懂佛法

的人所講邪法之論。眾生本來就是眾生，從無始以來就不是佛，眾生被生老病死

苦等等業障包圍住，但是眾生皆具有佛性，通過學佛修行如法修持可以成佛，要

明白眾生絕不是由佛退化成的。眾生就是眾生，沒有佛退化成眾生這回事。如果

有佛退化成眾生，那麼釋迦佛陀哪一個時候退化成眾生呢？ 

第二十五條，認佛法與外道混修。這種情況相當多，把正規的佛法與

外道混在一起修。因為外道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法，什麼良辰吉日，什麼陰陽風

水，什麼符咒、求神、測字算命、巫婆跳弄、養育小鬼等統統都是外道，把這些

與佛法混在一起修，這是邪惡的。 

第二十六條，認因果為虛幻不實。有些人認為因果不存在，不用怕，

不會有報應這回事。做壞事不讓人知道就好了，總之沒有因果報應的。記住，只

要你認因果是虛幻不實，就是邪惡知見。 

第二十七條，認怪力亂神為佛法神通。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神奇古怪

的怪力亂神，左道旁門妖言惑眾，迷離眾生，造諸惡業，這些不是佛法的神通，

這是邪門歪道。 

第二十八條，認學過大法之師必是大聖者。有的人認為某上師他領受

過大法灌頂，學過大法，他一定就是個大聖者。這不對，只要你有這個觀點就落

入邪道。學過大法的師，不一定就修好了大法；學過大法的師，他不一定就如法

持戒，一定要看這個學過大法的師是否犯一百二十八條邪惡、錯誤知見。所以不

能認為他學過大法就一定是大聖者，大聖者是個人以實際修行所證到的。 

第二十九條，認修行放在明日做。經常有人想到，今天累了不修了吧，

明天再修。或者說：哎，今天我玩一玩，明天再做功課吧，再修心修行吧。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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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念頭，就是已經從此時生發了墮落輪迴不得解脫的緣起種子。記住這一條，

這是生發墮落的緣起種子，修行不能放在明日做，否則落入邪惡知見。 

第三十條，認說假話騙眾生之師。有的為人之師者說假話來哄騙眾生，

哄騙弟子，說是善巧方便，有這種行為之師已入邪惡見，認同者也同樣是邪惡見。 

第三十一條，認有意對根本師打妄語會獲受用。凡是故意對自己的根

本上師打妄語，說假話騙上師，或者上師問到你的時候，你隱住半截不說，認為

這樣做了問題不大，乃至於理所當然，若無其事，這是邪惡見。其實，只要你對

師說假話，就不可能得到受用，任何佛法的修持受用都成立不了，因為本尊、護

法等都不會加持你。 

第三十二條，認無菩提心行的神通士。有一種行人或者瑜伽士，神通

廣大，但他沒有菩提心行。只要認同這種沒有菩提心行，只有神通本事的人，就

已落入邪惡見。 

第三十三條，認不具戒行的法師仁波且居士。某仁波且、法師或者居

士，他沒有受過戒，甚至受戒後根本就是一個不守戒的人，這就是空有其外皮的

假仁波且、法師或居士。所以，凡是仁波且、法師、居士，必須受過相應的戒，

而且如法守戒。 

第三十四條，認助邪師惡行是護法修持。有些人的根本師，或者他的

師父，已經行邪惡之行，不合佛教法規，作弟子的不但不離開，卻反而大力協助

這種上師去做這些犯一百二十八條邪惡、錯誤知見的事情，還認為自己是在護法，

這是邪惡見。 

第三十五條，認依錯亂未通佛法之師不另求良師。就是認依錯亂不

通佛法、對佛法一竅不通的師。當弟子已經發現了這個師的罪過，卻不趕快離開，

另外去求真正依教如法正確的佛教之師，還照常跟隨依止錯亂佛法的師，這就種

下了終生墮落的種子。此時此刻應該立刻另求良師真大德，否則必墮三惡道中。 

第三十六條，認有相計執布施。我們所做的一切好事都不能變成有相計

執，做了就做了，完了就完了，甚至馬上就忘了，要形成天然本質上的善良和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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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不可以故意做出來慈悲。所以，只要你認有相的計執布施，就會落入人天福

報之中，只會享受有限有數量的福報，不會成聖，永遠也不會，因為這是有相之

因種，所結的是無常之果，有漏之因， 終必定用完，用完沒有積量功德了，就

該受惡報了。 

第三十七條，認錯亂講經教不公眾懺悔。有的人已經把經教講錯了，

照常我執面子，凡夫心識放不下，所以他不公開懺悔，他背地裏說：我私底下都

改了。這不行的，這不是一個真正的行人，護法不會原諒的，因果更是不昧的。

錯亂講經教的人，講錯了馬上公眾懺悔，因為你要的是成就，你要的不是面子，

你要的不是墮落惡道身披畜生餓鬼之皮。 

第三十八條，認對徒自稱佛菩薩者。對徒弟稱自己是某大德轉世，是

某佛菩薩，是大聖者，這是騙子。如果有合法認證書的呢，認證了就理所當然，

但是必須以慚愧心對待，不可自吹，否則亦為凡夫心識。如果沒有合法認證書，

更不能亂吹胡說，造三惡道黑業，這樣會遭到巨大的惡報，慘不忍睹，絕不可以。 

 

以上講的是邪惡知見，不但是邪門歪道的認知，而且是窮兇極惡，這是非常

嚴重的。你們記住，這個法本是封擋不住的，全世界都在學習，並且他們會從《鐵

案記》裏頭抄到的。只有真心誠誠懇懇學佛，利益一切眾生，才會成為一代大德，

一代宗師，正像我們的道果三大德一樣，頂門大開，神識自如，甚至外力取物、

外力禪修，任運無礙，明心見性，圓滿解脫等等一系列的證量，但他們照常十分

謙虛。 

要特別小心注意，犯有以上邪惡知見任何一條，察覺後沒有深切懺悔當下改

正者，無論身份多高，高到祖師、法王、尊者，所修一切法皆無受用甚至墮落，

只要犯一條不改就是這種惡果，哪怕你就說你是妙覺菩薩都不行，那都是假的妙

覺菩薩。妙覺菩薩如果發現他錯了，他馬上就會說：“我非常的錯，我對十方諸

佛及弟子們懺悔！”因為他是光明的，他沒有汙染。所以，無論身份多高，犯了

邪惡知見而不懺悔，所修的法一切都沒有受用，更無道量功夫可言。為什麼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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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這個“道量功夫”的名稱？原因是已經有好些人跟我說，要我傳他一個本事，

傳他一個降伏眾生的本事，此類仁波且、法師幼稚愚癡到了極度！道量功夫能不

能呈顯出來，這是護法們在控管的，當你犯了這些邪惡見，護法們視你為壞人，

早就把你的罪過記在那兒，有一天還要幫著無常捉拿你，你還貪心騙取什麼道量

功夫？他們怎麼能幫助你騙人呢？佛法裏頭只有純凈的、無瑕的、無私的菩提境

界，沒有僥倖的獲得一個什麼功夫什麼法力，佛菩薩不會給你。不是我不給你，

你就是學了儀軌，也修不起來，更何況你起心不良，妄圖“降伏”眾生，要清楚

一點，不能對眾生施以降伏手段，唯有對眾生大悲化受。我自己很慚愧，沒有道

量功夫，正如我對開初仁波且說，你的拙火定真了得，讓我開了眼，我沒有你這

本事，但是希望不要第二次看到你顯示拙火功夫，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多展示大悲

菩提聖心。沒有菩提心，一切都無正念受用。只要犯了邪惡知見其中一條，只要

你不懺悔，不徹底改正，不光是沒有道量功夫，沒有受用，還永遠都會住在輪迴

裏頭，重者必墮三惡道中！包括與犯者相達之人，見到對方已犯而不改悔，若不

離開，亦受同沾黑業之罪。跟犯者夥在一起的，或者是他的弟子，或者是他的師

兄弟，只要發現他有這條罪了，也許剛開始他自己沒有發現但是已經有人跟他提

出來了，他還不改，不懺悔，這時候你還跟他繼續來往，你不離開的話，你要跟

他受同沾黑業的罪，這是非常嚴重的。如果這位作上師的沒有犯一百二十八條邪

惡見和錯誤知見，此人就一定屬于聖德上師無疑了，作弟子的應該以 虔誠之心

來恭敬供養他，大力接引人去依止這位師長，你將會功德無量。如果是作弟子的，

未犯一百二十八條知見，該弟子當下就具備了聖者上師的德品資格，不但自我成

就無疑，而且是必然利他渡生，為人師表。 

上面所講的法，只有鐵面無私利益眾生的菩提之心，利益為師者愛護眾生增

長福慧資糧，只有如法依教的法理，沒有個利之舉，沒有任何宗派分別的成見，

一切佛弟子，皆如是而降伏其心，如是而認知。 

 

下面要講到錯誤知見，錯誤知見比邪惡知見輕一點，但若犯二三條，根據輕

重關係，就跟邪惡見的罪業幾乎是一樣了。犯一條呢，如果是罪輕一點的條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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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沒那麼嚴重，如果犯的那一條是罪重一點的條例，後果也是很嚴重的。所以

說這是當然不可忽視的。 

錯誤知見大概為：“大概為”的意思是，沒有含攝全部的錯誤知見。但重點

都已經含攝進來了。 

第一條，認遷意修當禪修。有些大德都犯這一條。我指的是真正的大德，

古德們也有些犯這一條，至少是三業之語業犯這一條，而實際做時未犯。動輒就

說菩提心的禪修，四無量心的禪修，十善的禪修。如果四無量心、菩提心、十善

一開始就用禪修來修的話，那就是假的修持了。禪修是空觀念，所求是無相不執、

斷妄歸宗的諦，這已失掉了入行的悲果實相，由此無量可生，無德可育，還修什

麼菩提心？因此初入行人，無論修四無量心還是菩提心，都不能住禪觀修，而是

住遷意修，要遷轉把持固定理念意識入於行持，把自己的意識鎖住，轉在行為中，

必須照著去做，去實行，去履行利益眾生的事業，去實行法務的觀想，去實行具

體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這叫遷意修。那麼，遷意修到爐火純青，純熟的時候，

才能轉到無所住的境界，進入禪修，由禪入於定修，由此方可深入空有不二，達

以真空妙有。 

第二條，認坐禪是修行。有的人在那兒坐禪他說是在修行。參禪打坐不

是修行，那就叫參禪打坐，那是去體驗自性的滋味，由體觀達悟明心見性之諦，

也許還體驗不到。或者去體驗法理勝義的真諦，有的人還體驗不到。而修行完全

是兩回事，坐禪是依於修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就六度而言，也只不過六分之一

而已，還有五個部分未涉及呢。修行是要去實際面對眾生，面對心靈，依佛行舉

去做的。 

第三條，認結手印念咒為修法。有的人結手印念念咒說他在修法，這是

錯誤的，這不能代表修法。凡修法除了咒語、手印，還有法器、觀想、方向、時

間、法本中的完整軌程。 

第四條，認修法是修行。把修法當成是修行，是錯誤知見。修法就叫修

法，修法不是修行。修行是大悲菩提心、戒律等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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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認研究經教就是修行。有些人整天把經教抱著研究，背得滾瓜

爛熟，他說自己是學佛修行的。這不對，這是研究佛學的佛教學者，不代表是修

行人，這一條是不能認的。所謂認者，一是自己是這樣的見地，二是認同對方，

這兩種都包括在裏邊，都是錯誤的知見。 

第六條，認落邪惡錯誤知見也會修成功夫。自己已經落入了邪惡見和

錯誤知見，還認為自己會把功夫修成，什麼手一攤天上的月餅就掉下來了，一聲

令下天龍八部會出現了，那是不可能的，沒有這回事。只要你落入邪惡和錯誤知

見，你的功夫是修不成功的，就是修成功了也會退失。有兩個仁波且，就是活生

生的例子。其中一位，他的佛法基礎不錯，因此要求給他灌《解脫大手印》一味

禪的頂，結果為他灌了，無法入定一味空有不二的境界，沒有辦法之下，就把他

換成灌白財神的頂，但是灌白財神的頂同樣無法得到生起次第，所以這個頂照常

灌不成。另外一位已經是拙火定生起華氏一百六十三度，後來竟然奇怪了，一天

一天地火溫退下來，不到半年的功夫，全都失掉了，變成原來一個凡夫俗子的境

界。這兩個仁波且，他們都找到了他們的原因，結果是犯了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

其中有一位當下就進行了改正，後來給他灌頂，結果還是不成功，他又再找再找

再找，又找到了三條，懺悔不乾淨，沒有成功， 後又來一個深切徹底的懺悔，

哎，這一次灌頂，他的生起次第成功了。那麼，第二個仁波且，修拙火的，他由

於作了內心的徹底懺悔以後，這個拙火很神奇，又開始一天一天地在他的心風明

點、三脈五輪當中、密輪處又開始生起溫來，就這樣，慢慢慢慢地，他的拙火定

又復原了。就僅憑這兩例，已經徹底可以說明，所以大家要注意，凡是落入邪惡

知見和錯誤知見，要想得到什麼功夫證量，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第七條，認上師可對弟子無理要求。很多大德們都犯這一條，把自己

看得何等了不起，認為弟子必須要這樣才叫三業相應，其實這種大德是凡夫心自

私心態，斷定沒有功夫，這是錯的。或者依於古德錯講，無論依於任何古德的法

規都是不正確的。上師無權對弟子無理要求，如果上師是聖者，更要講法依法，

不能有半點使弟子不理解致成身心傷害，聖者上師更要用道德無私攝化眾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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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認為上師可以對弟子無理要求，就是錯誤知見。只有一種情況，於法緣上考驗

弟子緣起時，可以採取特殊的方法印證弟子，但其本質必須對弟子是大慈大悲，

是為弟子的前途利益考慮的，不是為上師個人利益而要求。而且這種考驗必須是

至少已經證到六步金剛力 上乘兩步的聖者方有資格施行，如瑪爾巴大師考驗彌

勒日巴祖師。 

第八條，認他邪說不讓眾生知。看到別人邪說殘害有情了，在這時只想

自己修行，不顧別人，認為：“他非即我非，同體名大悲，不要說吧，不要說吧，

我自己要修行。”這種觀鑒是錯誤的。一定盡力阻止邪說，要告訴受害眾生：你

接受的是邪說，那是違背經教的，我們師父第三世多杰羌，不是這樣講的。你們

要記住一條，凡是見到有人邪說，要讓眾生了解，不要再讓他的邪說繼續為害更

多眾生。但是記住如果那些是非是針對傷害你自己的，此時應該他非即我非，同

體名大悲，應自我忍辱，不可外宣。 

第九條，認不修行求加持病愈。認為自己不修行，只要是求佛菩薩或上

師們加持，依靠加持力病就會好，這想法不正確。一定要修行，修了行，求加持，

同時還要吃藥，病才會好。 

第十條，認佛門丹丸可愈百病。認為什麼長壽丸、至寶丸、大寶丸、金

剛丸、甘露丸等種種丸，會把百種病都治好。這是胡說八道，不可以認同，是違

背因果的，只要你認同就落入錯誤知見了。不錯，我有很多種丹丸，而且都是真

品，真正的幾大聖寶丹丸確實加持力很大，但絕對不是百病皆治。 

第十一條，認剃度出家可吃葷。已經剃度出家，身為出家人了，受了沙

彌尼戒、沙彌戒，或者受了比丘尼戒、比丘戒等等，只要你受了這個戒了，你就

不能吃葷，非常嚴格。無論你是什麼身份，只要吃葷就是破戒。 

第十二條，認受大法灌頂不修菩提心。認為我今天修了大法了，菩提

心修它幹什麼？我這個法多大啊，馬上能成就的，不修菩提心了。這是錯誤知見。

凡脫離菩提心行，所修的一切大法皆成水中月鏡中花，見而不實，無有實相之果。 

第十三條，認不持六波羅密。六波羅密必須要修持，無論你是修什麼法



16 
 

的人，布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智慧，這是必須的。只要你認為可以不

行持六度就是錯誤知見。無論你用什麼法，都代替不了六波羅密。 

第十四條，認有 高的法相應一切眾生。我的弟子經常說，我們的法

高，我們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 高，無以倫比，一切眾生都能救渡，沒有救渡

不了的！我今天告訴你們，這是錯誤的，有的眾生救渡不了的，有的眾生是惡眾

生，他甚至於還要誹謗，他不相應，有的本來是魔他就是要對立佛法的。而且在

佛法中，沒有 高的法相應一切眾生，從來找不到一個，諸佛之中找不到一個有

這樣的法。眾生是各種不同因緣體，相應他的法他才會受用，不相應他的法他不

會受用的。雖然有上妙殊勝法，但是由於該人不夠虔誠，掌法者是不會教他的，

即便教了他，他也修不成功，因此法雖好，同樣渡不了他。 

第十五條，認他方遙控灌頂。社會上一貫有這種事情，其實就是騙子，

比如某人在很遠的異地，寄點錢給那個密宗的舉行灌頂的人，把名字地址寫給他，

他就給你灌頂了，說這叫遙控灌頂。完全是江湖騙子，披著佛教外衣的凡夫中的

惡人！要明白學法要講根基法器，要經過觀察考證，非常的嚴格，沒有見過面的

人，不經考證得出如法結論的人，是不能灌頂的。只要你認同這種遙控灌頂的認

知，就錯了。 

第十六條，認只要做好事不修法也會解脫。認為只要把好事做了，我

去多修點橋，補點路，救濟點人，幫助點窮困，那麼，我不修法都會成就的。這

是不正確的，這樣只會享受有相的人天福報，不能成就。做好事，必須結合行持

修法才能成就解脫。 

第十七條，認為斷我執，不管他痛苦。為了斷掉自己的我執，不管其

他人痛苦不痛苦，乃至不管親人們痛苦不痛苦，認為只要顧及他的病、傷心，他

的痛苦就會把我牽掛住了，我現在就是不理他，這就叫斷我執，這是錯誤知見。

斷我執是要把自我的利益放在 後，他人的利益放在前頭，不要讓他人身心受到

傷害悲痛。但一切出自菩提行，自我不可產生執著，這才是真斷我執的修持。 

第十八條，認空性與德量無關。古人和今人很多都會犯這條。認為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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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皆空，六塵不染，何來具德具量？這是錯誤知見。一切德量皆由空性而生，

一切空性所證皆由德量而累。是由行集聚，來於因果轉換，才會證得空性，故佛

陀教化修六度萬行持戒等，你們應當由此悟之。 

第十九條，認具正脈傳承都是正派宗師。認為只要具有正統的法脈傳

承，就是正派的宗師了，這種情況在佛教界中混亂成汙，是 嚴重的。可以說，

一百個有正脈傳承的所謂宗師當中，幾乎一百個都是假貨。那麼傳承是真的嗎？

傳承是真的，但往往人的修持是假的，一千個裏頭或許能有一個是真的宗師。因

為修行是自己的行為，是否是正派宗師要看他自己的實際修持如何，不能光憑法

脈傳承來定。比如我第三世多杰羌直接傳法，這就是正脈傳承，我的弟子們，總

體來說修持都好，他們的實證功夫在世界上是非常稀有罕見的，但是我也有不少

弟子，乃至是為師者犯邪惡見、錯誤知見，而且還不是犯一兩條的概念，所以大

家要注意這個問題，拿一百二十八條去對照，就會證實出是否屬於正知正見，是

否屬於正派宗師了。 

有弟子對我說：“佛陀師父啊，您能不能善巧地講這一條呢？否則我們怎麼

出去渡眾生呢？您看外面哪一派在說他們自己宗派的弟子有問題啊？不管怎麼

說，我們總比外邊某些所謂的高僧大德強多了吧。”我說，強多強少都沒有用，

你們應該必須成為菩提道上純淨的上師，哪怕佛教界的上師們，包括你們，都對

我有意見，都走了，但維護如來正法，保護眾生慧命的正知正見是不能不講的。 

第二十條，認拿錢灌頂佛法。只要有人拿錢供養，立刻就給他灌頂。這

是錯誤知見，灌頂是要根據根器善根而定，不是拿錢就可以灌。弟子供養師父是

應該的，當然不是說供養我，我已經說過我不收供養，關鍵的問題在於，在認知

上要清楚，不是拿錢就可以得到灌頂，不是拿錢就可以得到佛法。那種拿錢就灌

的頂是假灌頂，也就是說那種拿錢就給灌頂的人是假上師，如果不信，就讓他印

證六部師資考核，當場可見真假。 

第二十一條，認大寺廟法承人定屬聖人。有些寺廟非常的大，有人繼

承了這個寺廟的 高法位，大家就認為這位繼承人就一定是聖人了。不是！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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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話，大寺廟的法承人也不一定就是聖人，有可能是聖人，也有可能不是聖人

而是凡人。一切都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第二十二條，認小寺廟無高僧。認為某個寺廟太小了，只有兩個和尚，

怎麼可能有高僧啊？不可能的。如果有這樣的認為也是錯的，小寺廟同樣有高僧。

高僧不分寺廟大小，也不分什麼傳承，他自己修持成就證量大就高了，有的修行

高僧他的法脈傳承普通人是摸不到的，因為這些真高僧不會我執誇耀自讚，多在

穩而不露，比如開初仁波且在哪裏學的拙火定真功，普通人無法了解他是從哪裏

接承的佛法，到現在也不知道。 

第二十三條，認明心見性後鬆懈修持。有一類明心見性的人得到了道

力，一當認識法性真如以後，就把修持放鬆了，平常不愛做功課，更不入六度修

行了。要不然口中掛一兩條真理言說，教人家：“你記住，你要觀想，觀想這個

氣，鎖住它，心念不要動，前念去，後念如如不動．．．”這完全是邪說，狂妖

障語的胡說八道，這都是錯誤的，要多教導人修菩提心行，才是明心見性的人應

該做的。 

第二十四條，認事務輕鬆後再學佛。有的人想到我現在非常忙，等以

後把工作做完了，生意發展好了，或者等我歲數再大點，退休了再來學佛。有這

種想法，馬上就種下墮落種子了，而且這個種子就是從這種認識產生的那個時候

種下的。學佛要當下開始，當下提起正念，就是現在我講法的時間你們就要開始

學了。因為人死無定期，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要死了。 

第二十五條，認徒眾多者為聖賢。只要看到某人的徒弟很多，哦喲，

十萬多人，一百多萬人，三四百萬人，認為這不得了，這是個大聖者！有這種認

識就錯了，徒眾再多，都不一定是聖者的。其中也有大聖者，如第四世土登成利

華桑波多珠欽法王，就是蓮花生大師轉世。所以千記小心，聲譽的張揚代表不了

聖量的本質，我就認識三位聖證量的大聖德，除了其中一位有幾個仁波且弟子，

另外兩位都沒有過徒弟，但是那些有百萬大軍弟子的空洞理論派的假法王、仁波

且、大法師，哪一個有他們的證量高、成就大呢？根本邊際都不著。所以，依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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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少來判定誰是聖者，是錯誤的。 

第二十六條，認無聖證量菩提心者為真聖。沒有聖證量，沒有菩提心，

但是由於此人宣講攝受動聽，加之世人不通經論，一時誤鑒，就認為這種人就是

真聖者，這是錯誤的。真聖者必須要有聖證量，還要有菩提心，兩者缺一不可。 

第二十七條，認不了義伏藏為聖物。在西藏有很多大德活佛們，經常

把伏藏品拿出來說：這是伏藏品，是某某大喇嘛，某某大法王何年何月在哪裏開

藏的。那是不了義伏藏品。什麼叫了義伏藏？要考證的，考證所說伏藏品是不是

真伏藏品，依法而修，修法觀看，確實出現了聖相，而不是虛幻圖形、光影色變，

那才叫了義伏藏。只要你認可不了義伏藏品為真伏藏品，就是錯誤知見。 

第二十八條，認有意否認說過做過的事。凡是聖者，他說過做過的事，

他絕不會否認。凡是說過的話不執行，做過的事又否認的，這個人已經不是聖者，

不是一個合格的師長了。只要你自己有這種觀點行為或認同他人的這類觀點行

為，都是錯誤知見。 

第二十九條，認故意隱瞞大聖德上師。有的人故意隱瞞其聖者上師，

怕聖者上師知道某些事以後造成自己被批評，或者有些事不好意思說，出自有意

的隱瞞，這是錯誤知見。 

第三十條，認持有金剛丸等五大丸就可成就。認為自己拿到金剛丸

了，或者拿到大寶丸、至寶丸、甘露丸、長壽丸，所有這些聖丸都拿到手中了，

就能成就了。有這些丸是好事，但這與成就無關，成就要靠自己實在地修行。 

第三十一條，認自己業力重，無成佛種子。有的人認為自己的業力重，

想到：“我業力太重了，黑業深，我做過很多壞事，哎呀我很可憐的，我是不會

有成佛的種子的。”這是錯誤知見。業力無論有多重，只要真心懺悔，改做好人，

修好行，學好法，一樣成就。 

第三十二條，認他道眾生無佛性。認為除了我們人有佛性，其他的眾

生都是沒有佛性的，有的眾生本來就是低級的，某些眾生本來就是生來給人吃的。

這是錯誤的。眾生是平等的，他們都有感情，都有悲歡離合，況且眾生都是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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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輪迴中互相轉換的。想一想就明白了，人有佛性，難道人一當在六道轉換中變

為鳥就沒有佛性了嗎？ 

第三十三條，認只要有法就會證道力。認為只要自己學了佛法了，道

力就一定會產生。這是不可能的，必須要依於修行才能產生道力，當然， 好是

依於《解脫大手印》，這是 好的佛法，可以在勝義內密灌頂“境行”時，發真心，

起真行，入真法，將心行願力聖法結合在一起，這是唯一能當下證聖量道力的法，

但是要得“境行”灌頂，必須要首先學好行持《解脫大手印》的前行和正行作為

絕不可以缺少的脈源。 

第三十四條，認錯誤不當下糾正。發現自己有錯誤不當下糾正，過後

再糾正，或者過半個小時，或者十分鐘以後再糾正，都不好，應該馬上糾正，當

下糾正，成為正見。 

第三十五條，認行善布施者就是高僧大德。看到一個高僧大德喜歡行

善布施，就認為他那麼善良，喜歡救濟，他一定是個高僧大德聖者，卻不去思考

他是否通經藏，是否犯了邪惡、錯誤知見，是否有聖法，這是錯誤的。 

第三十六條，認改編法本手印咒語。經常有許多人，搞一些假的手印，

假的咒語出來矇騙眾生。要知道，每一個手印、每一個咒語都有一個護法與之相

應，而且要把那個手印與本咒合施，這個手印或咒語才真正有效。不管自己有改

編法本手印咒語的想法，還是看到他人有這類行為，都不能贊同，包括篡改法音，

都是嚴重的錯誤知見。 

第三十七條，認五明不在菩薩中得。經藏說五明在菩薩中得，但有人

就說菩薩們不一定會五明。一定要反問一個真理，菩薩不如凡人嗎？凡是大菩薩，

必須具五明。因為如果一個菩薩連凡夫的智慧都超不過，那他就是假的，至少不

是大菩薩。想一想就能明白，他比凡夫智力差，還能說明其身口意之結構是聖智

力的菩薩嗎？ 

第三十八條，認上師可索拿弟子財產。做師父的人，作為根本上師的

人，認為他需要錢的時候就可以命令弟子把錢上交給他，需要物的時候，指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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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擁有的物拿給他，這是錯誤的。上師如此就是邪惡見，弟子認同就是錯誤知

見。 

第三十九條，認借法脈傳承作弟子供養之器。有人認為自己是某一派

的傳人，比如噶舉第一代傳人，第二代傳人，第三代傳人，或者是寧瑪第幾代傳

人，是薩迦第幾代傳人，格魯傳人，又是顯宗什麼傳人，小乘什麼傳人，借這個

法脈的傳承為本錢宣傳自我，為盈利奪取財物之器，向弟子索拿供養，這都是錯

誤的，這不是佛菩薩的行為，不是大德上師，是借披聖師皮的假聖者。 

第四十條，認自讚炫耀是德人聖典。讚歎炫耀自己是道德聖者的行為，

無論自己認為還是認同他人，只要炫耀自己是德人，是聖者，是典範，這個人絕

對是凡夫，是不正確的。 

第四十一條，認子女不善導父母入正見。作為子女有時會遇到父母不

學佛，子女束手無策，於是乾脆就不管了，放之任從。這是錯誤的，子女應該想

盡一切辦法孝順父母，使他們高興，感化他們，善導他們，讓他們逐漸走入正見，

走入佛法的道路。子女要努力善導父母入正見，讓父母幸福，不能撒手不管。 

第四十二條，認未隔石彩砂作壇冒稱聖壇城。在藏密法當中，有很多

人都說他修法的壇城是聖壇城，什麼時輪金剛聖壇城，什麼普巴金剛聖壇城，什

麼密集金剛聖壇城，大威德金剛聖壇城，上樂金剛聖壇城，獨髮母金剛聖壇，輪

迴壓瑪聖壇城，似乎全都是聖壇城，金剛沙也拿去賣錢，完全亂七八糟。記住，

聖壇城只有一種，這一點在法義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僅僅次於佛降甘露：只有隔

石建立曼荼羅，才叫實相聖壇城。未經隔石建曼荼羅，均不是聖壇城。 

第四十三條，認大菩薩不如山神護力強。認為某人是大菩薩，但是他

的本事不見得大，他保護加持不了眾生，保護眾生還是要山神才行，還是地脈龍

神、土地神他們比較起作用，只要這樣認為就是錯誤知見。大菩薩是何等了不起

的概念？山神土地的道力是完全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是菩薩保護山神，而不是

山神保護菩薩。 

第四十四條，認凡藥配製丸為真甘露。把各種凡藥混在一起製成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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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經過念經誦咒修法以後，說成是真正的甘露，這也是錯誤的知見。 

第四十五條，認閉眼所見之光是佛力顯。認為閉著眼睛看到的光就是

佛法，是佛力顯現。一定要記住這一條，閉眼所見的光不是佛法的力量顯現，佛

法的力量不是虛幻圖形，是實實在在的東西。比如你們今天這麼多人親眼見到、

親身經歷的就是實實在在的，如祿東贊的功夫，開初的拙火，妙空、阿寇拉摩等

的證境，當然還有很多實實在在的東西你們沒有看到。總之，不實的非眼開親見

之光皆虛幻圖形，就是親眼所見之光，也要看是真佛力所顯，還是電光所顯。 

第四十六條，認玄弄神奇空說法理不測金剛力。有很多人都喜歡玄弄

神奇，常常說：你看，我在這兒修法佛光展現；你看，我在這兒修法霧氣橫生；

你看，我在這兒修法山神禮拜；你看，我在這兒修法樹上的樹葉都掉下來；你看，

我在這兒修法甘露從樹上下來！結果那是下的雨；什麼空中的彩虹又如何啦等

等，那都叫虛幻圖形，那是不實虛妄，都是錯誤知見。玄弄神奇空說法理，把空

洞的理論講得頭頭是道，反正外行人是聽不懂的，錯誤連篇他們也弄不清楚真假，

這些為師者的目的在於收供養錢，而你也不知道去測他的金剛力。他要收供養你

就一定要測金剛力！不夠師資怎麼有資格收供養呢？ 高的金剛力測試就是隔石

建壇，接下來還有三部金剛力。我慚愧沒有金剛力，所以不收供養。在《解脫大

手印》裏面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六部師資印證。這是必須的，不可更改的！！！

我就不在這裏講了。 

第四十七條，認未受灌頂學法修行不成就。認為自己沒有受過灌頂，

學法修行肯定不會成就，這是錯誤理解。雖然沒有灌過頂，只要你皈依了，學了

真佛法，如法的修行，一樣的會成就解脫。只能說有良師指導是 好的，比較不

會落入邪見和錯誤知見，但不一定非得要灌頂，修行學法才是重要的，學法修行

才是要領，灌頂不一定是 重要的。當然，有的法是必須要經過灌頂才能傳的，

尤其是“境行”。但未灌頂不一定就不能成就。只要如法修行就會成就，《解脫大

手印》就是 好的法和行修。 

第四十八條，認金剛菩提灌頂師無預言。金剛菩提灌頂是大灌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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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金剛菩提灌頂以後，舉行一下儀式就算完畢，不作聖因預言。金剛菩

提灌頂重在於聖因預言，這個法絕對是大阿闍黎才能舉行，普通阿闍黎法王們舉

行不了的。灌頂時，先將二百五十顆點有白點的菩提丸，和二百五十顆點有藍點

的金剛丸全部混在一起，成為五百粒一裝，每一粒完全一樣大小。有五百個受灌

人，讓他們每個人自己去摸取一顆丸，每個人自己摸的是菩提丸還是金剛丸他們

自己是不知道的，因為有法器遮蓋住，而且丸上的藍、白點非常小，比頭髮尖大

不了多少，不容易看清，更何況根本不准看，摸到一顆，手就直接在暗帳中裝進

法管封起來了，然後再拿出暗帳。而舉行金剛菩提灌頂的這位大阿闍黎，要把菩

提金剛種子給每個人種上，這個因緣種上後就永遠不壞了，即便受灌人今後造諸

惡業，墮落地獄，地獄惡報滿了他一樣能返回來接上這個法緣。那麼怎麼知道菩

提金剛種子種上沒有呢？不是那阿闍黎口說種上了就能相信的，真正的大阿闍黎

此時會很謙虛，他不會說：“啊！行了，今天給你們種上菩提金剛不壞種子了，

就算灌完頂了，快把供養給我就行了！”沒有這回事的。而此時大阿闍黎他會說：

“弟子們，現在我要給你們印緣起了，看緣起種上沒有，我會把你們五百個人分

成兩隊，分在這一邊的是菩提丸，分在另一邊的是金剛丸，但是你們現在不要打

開法管看。”裝著菩提金剛丸的法管是封住的，是弟子們自己摸取一顆丸裝進去

以後密封，不是大阿闍黎發給他們的。裝丸之時，大阿闍黎距離裝丸處至少三十

米甚至上百米遠。弟子們裝丸後，經修法，大阿阇黎就點著名字說：某人坐右邊，

某人坐左邊，某人坐左邊，某人坐左邊，某人坐右邊．．．．．．他會把所有的

人分成兩邊排開，一邊二百五十個，然後他要宣布某一邊拿到的是菩提丸，某一

邊拿到的是金剛丸，這個時候一聲法令下，打開法管看！所有人馬上打開一看，

全是大小一樣無差別的紅色丹丸，再非常仔細地查看，果然正如大阿闍黎所預言，

坐在某一邊的全部手中拿的都是有白點的菩提丸，另一邊的人拿到的全部是有藍

點的金剛丸，這就叫聖因預言。因此，凡舉行金剛菩提灌頂卻沒有聖因預言，而

行人認這種無預言之灌頂師為金剛菩提灌頂大阿闍黎，這是錯誤知見，因為這是

假的金剛菩提灌頂師，不是具真正大阿闍黎師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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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認皈依受戒後為皈依境。認為今天給你舉行了皈依了，

也給你受戒了這就是皈依境了，這是錯的。皈依境要分三種，皈依境生起次第，

皈依境圓滿次第，皈依境生圓不二次第。皈依境的生起次第，當場就要看到皈依

境生起次第的實相聖境展現。所以認為受戒就是皈依境，是錯誤的知見，無論師

或徒弟有這樣的觀點都是錯誤知見。 

第五十條，認不實虛幻圖形是聖跡。有人經常搞這些名堂，什麼昨天

看到一堵紅光出現在我的屋裏啦，昨天我的香老半天都沒有燃完，其他幾枝都燃

完啦，昨天我供的水又變成什麼蓮花色啦，昨天我出來的時候一隻烏鴉又在我的

頭頂上叫啦，什麼一朵彩雲又變成佛菩薩像啦，什麼一道彩虹又圍著某寺廟，一

定有聖法啦，我修法的時候一群烏鴉在我的房子上來，我修成大黑天啦，做夢佛

陀又來給我摸頂啦等等，完全胡說八道，虛幻圖形。記住，這些都叫虛幻圖形。

什麼月亮上有一圈叫佛光啦，其實那叫虛幻圖形，那說不定是雨或霧氣造成的，

當然有時候它要應某種因緣顯一點聖跡，但我們不能認為它了不起。那麼到底哪

些是聖跡呢？比如華藏寺舉行迎請關於我的那本慚愧之書的法會的時候，天空出

現真正的佛光，而且萬里晴空雷聲擂動，玉蘭花樹降甘露不止，那不是虛幻圖形，

那是真實的；勝義浴佛法會上，天龍嬉笑，烈日高照，暴雷炸起，幾千斤重的水

兩個人就抬起來，那就不是虛幻圖形，那是活生生的；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三聖德

之一祿東贊法王取法物，這就是實在的；開初仁波且和阿寇拉摩仁波且金剛丸掌

中跳鍋莊舞，突然飛隱不見，拙火定示現，金剛換體禪，這不是虛幻圖形。所以，

什麼火化的時候出現蓮花，出現佛菩薩像，出現了卡章嘎，不要相信這些鬼話騙

人，全都是虛幻圖形。除非撿到真格舍利子或堅固子，這不屬虛幻圖形。 

第五十一條，認密法 高。認為密宗佛法高得不得了，密法比顯宗在義

理上確實深了一步，因為於經辯實修的關係，但在法的成就上它不一定是 高的，

主要其中還有一個相不相應的問題。 

第五十二條，認顯法 低。 認為顯宗的法是 低的 差的，不如密宗，

凡有這種認為就落入錯誤知見。佛法八萬四千門各有應機緣起，只要不是邪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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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陀說的法就是好法。 

第五十三條，認病者不需吃藥。認為我們是學佛的人，病了不要吃藥，

因為我們依靠佛菩薩，佛法會加持病癒，這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知見。 

第五十四條，認唯只有念佛往生凈土。認為因阿彌陀佛的關系，只有

淨土宗的念佛法門才能往生淨土。 其實阿彌陀佛是密宗的部主，很多人不了解。

而且阿彌陀佛也是任何宗的佛陀，他不是個別宗派的祖師，他是佛陀啊！所以不

是念佛才能往生淨土，修任何法，你求往生淨土，修成功了也往生淨土極樂世界。 

第五十五條，認禪宗才能明心見性。很多人都認為只有禪宗才會明心

見性，除此別無二路，這是不對的。任何一宗都會明心見性，修到那證悟程度就

明心見性了，悟到了證到了，那才是真正的解脫。 

第五十六條，認頭上插吉祥草不見實相道果開頂。這是一貫的現象，

經常看到有人在頭上插一根吉祥草就說是開頂。我說過很多次了，那個吉祥草比

竹簽還要硬，那種情況有開頂的，也有沒開頂的，頭上插吉祥草不一定就是開頂

了。如果插了孔雀尾，那就是開頂了。但那種開頂不是金剛換體禪，那是頗啊法

開頂啊，密法裏頭有光明頗啊、觀音頗啊、文殊頗啊等，光明頗啊在密宗裏頭算

是 高的法了，但是金剛換體禪比它高得太多了。這兩種開頂的佛法不同，頗啊

法開頂後神識不能出了又入，而金剛換體禪神識出了又能進入。但金剛換體禪（亦

名他空頂禪）是以時輪金剛作為法源基礎修持，時輪金剛修到相當程度後，這才

可以修時輪 勝無上絕密法金剛換體禪。金剛換體禪修成功後，必須頭頂內骨、

膜、肉、髓均開大口，神識出沒，否則就未成功。有一位活佛說：“我就是修時

輪金剛的，怎麼不知道金剛換體禪？”答案很簡單，因為以你的修證還不具備修

絕密法金剛換體禪的程度，所以不能接受金剛換體禪的教授，這一部法必須要修

時輪金剛修到相當成就的證境之後才能涉獵，因此更談不上境行灌頂這一步，所

以你聽不到這一部絕密境的法修。正因為如此，目前你的頭骨、腦膜、骨肉都是

關閉著的，如果你不信，你也去照一個核磁共振，你會親眼看到你的頭頂是關閉

的。是關閉頭頂的證量高，還是打開了頭骨的證量高？不用說都明白。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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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說，修時輪金剛已經是密乘裏面 上乘的佛法了，你不一定非要證一個體

外神識他空觀的禪境。 

第五十七條，認受法後證道量不知供養師。有的人接受了根本上師的

傳法灌頂，甚至他本人已經證到道量了，修增益福慧資糧了，但是他不知道感恩

於師，若無其事，似乎這是上師和佛菩薩們欠他的，應該給他的，他不明白根本

師是今後解脫法源之種子，這個時候的根本師 重要，他必須要知恩報恩供養師，

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重，要以佛法為重，因為受了法，成就了。這是根本師的

恩賜，這一點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要你們供養我，我已經公布不收供養，但是佛

法法義律規我必須這樣依規說法的，這是如法而講。話又得給你們講清楚，其實

你們供養我是應該的，我傳了你們的佛法，受你們的供養是理所當然應該的，為

什麼我不收供養呢？因為我看到你們的處境、生活，一句話，是為了給你們節約

一點資糧，出於悲憫之心而已，所以我發願不收供養，無條件為你們服務，利益

你們，你們幸福增益了就是我要的供養。 

第五十八條，認平淡五明是大聖德。一個人五明平平淡淡，但有的人

說他某些方面很好，所以是大聖德。這不對，要明白，大聖德是大菩薩，地球上

找不到幾個，想一想，憑大菩薩的智慧，他的五明竟然是平淡無奇嗎？還不如世

間上的人嗎？大菩薩是何等的智慧啊，世間的五明對他來說是智慧中的雕蟲小

技。所以，只要你認五明平淡的人是大菩薩、大聖德，就是錯誤知見。 

第五十九條，認有闡提心行者是高僧。有的高僧地位很高聲譽響亮，

但是他曾經想自殺，或者很難過不想活了，都是闡提心行，有了闡提心行阿彌陀

佛都不接引，怎麼會是高僧呢？無論他是什麼身份都不是高僧，這是嚴重違背佛

陀教誡的。 

第六十條，認證明心見性不敬佛菩薩供像。認為自己已經明心見性了，

了徹四大皆空，了徹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那泥菩薩何足道哉？所

以進到廟宇根本不禮拜，這是不對的，要供養佛菩薩的畫像塑像。佛像必須要拜

禮，無論你怎麼明心見性，必須要設供，要尊敬，這是世相，如果不尊敬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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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落入空妄妖魔，這是很嚴重的錯誤知見，這一條基本上是列入邪惡見中的。 

第六十一條，認大菩薩不生病。認為那些 大的大菩薩不會生病。大菩

薩一樣的生病，黃蘗禪師就是大菩薩，很多大菩薩都生病，彌勒日巴祖師也中過

毒，他也是大菩薩，大菩薩同樣要病，而且有時候還為眾生得病，維摩詰尊者就

是這樣，眾生的病一天不癒，尊者的病就一天不好。我倒是幾乎沒有生過病，但

是現在生了非常大的病，這種大病呢，唉，我沒有功夫本事治療它，不如祿東贊、

妙空他們來一個金剛換體，當下神識與病兩分，開初仁波且來一座拙火，在肉體

上就解決，什麼病都無影無蹤，所以我說我不如他們，我也不多說了吧，眾生啊，

我就一句話，我希望眾生無病，一切都是幸福美滿的，好好地成就，就這麼簡單。 

第六十二條，認弟子坐高於上師聖德位。有的弟子，他坐的位置比自

己根本師的位置還高他自己都不知道或不在意，這樣他已經落入錯誤知見，或者

旁邊的人看到他這樣卻不說，也受同帶之黑業，是無有福慧增長的。 

第六十三條，認佛書佛像低安高僧大德座位。把佛書佛像安置到低於

高僧大德座位的地方。無論是什麼高僧大德，佛書佛像都要高於他的座位，這是

必需的。凡是犯這一條，也是落入錯誤知見，所修一切法皆成幻影。 

第六十四條，認聖德不敬供方神地神。有的聖德，確實是一個真正聖

德，但他不敬不供養方神地神，看不起他們，認為他們很小，算不上什麼，這種

心態是錯誤知見。為什麼？方神地神有時候比起有些眾生更好更善良，他們本來

就是眾生，我們利益他們是我們的職責，他們都是六道父母，所以同樣要供養，

而且要非常真心地禮供。 

第六十五條，認佛菩薩身份入廟不拜聖。無論是佛，無論是菩薩，到

了廟裏就得要拜聖，一定要拜。我就算是真正被認證的第三世多杰羌，其實認證

不認證對我來說根本無有增減，重要在於實證說明問題，但我確實非常的慚愧，

我也很注意這個禮節，有一次我到華藏寺去，我進門就開始禮拜聖相，一直到大

殿。有人竟然說：“第三世多杰羌佛怎麼會拜聖像？”他們不知道，十方諸佛都

要為眾生作楷模，必須要拜，不拜是錯誤知見，任何聖德都要為眾生作楷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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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佛陀們，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以後，說不定他過了一個土地神的橋他都要禮敬

一下土地神，感謝他為眾生護佑，因為佛陀是謙卑的 勝楷模，更何況我這個慚

愧之身。 

第六十六條，認眾生不具佛性。認為只有人、大象、狗等才有佛性，其

他所有眾生都不具備佛性的，尤其是小的眾生，他們沒有佛性，不能成佛。這是

錯誤知見，凡是一切眾生皆具佛性。 

第六十七條，認預言地球定年大難。這個世界上這種傳言說法很多，

經常都聽說，我們這個世界要毀了，什麼時候就要爆炸了，水火大災無法活了，

瘟毒降臨了，人要死光了，某年某月大難臨頭了，星球相碰了，這是非常嚴重的

錯誤知見。告訴你們，地球不會爛，不會有大難的，人類也不會大難的，一切都

是由各自的因緣因果關係慢慢形成，沒有那回事的，那是妖言惑眾。只要你有這

個認識你就落入錯誤知見了。 

第六十八條，認身著出家、披仁波且裝皆聖者。凡是看到穿仁波且服

裝、穿出家人的衣服就認為那是聖者，必須非常恭敬，甚至藏紅色類似出家衣色

的布料掉一片在地上，也一定要撿起來供奉在法臺上，或者這是袈裟色的衣服衣

料就一定要恭敬禮拜，這是錯誤的，萬一那是妖魔披的衣呢？萬一那是狐群狗黨

壞蛋披的衣呢？那是殺刀染血在布料上呢？你禮拜它那不是完蛋了嗎？更何況走

進布料店，那裏太多藏紅色出家裝布料，難道進店就拜嗎？不可以這樣做的，這

是不了義，是迷信，我們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真正的聖德之衣我們才要禮拜。 

第六十九條，認開示法音柔和定是菩薩。認為開示法音的聲音非常柔

和，非常慈悲的語調，此人就一定是菩薩。注意啊，往往有的人裝模作樣故變嗓

音做出柔和慈悲的聲音，很多人一聽就被蒙蔽，認為是菩薩再現，其實他那是故

弄玄虛假慈悲，所說的法完全是違背經教的不了義邪說。所以，不能認開示法音

柔和的人就一定是菩薩，不管他柔和還是大聲，都不一定是菩薩，要依佛法法理

而定論菩薩的真假。 

第七十條，認金剛聲開示除障不慈悲。認為用金剛聲嚴厲呵斥、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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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醒愚迷頑固不化眾生的這種開示是不慈悲的，這是錯誤知見。有的眾生必須用

金剛聲呵斥他才醒悟得了，否則他執迷不悟。這不是不慈悲，而是真大悲。慈悲

的本質要從是否利益眾生為依據而觀內含。 

第七十一條，認金剛菩提行利他非聖德。菩提行為是從悲面慈態表現，

金剛行為是從嚴厲責罰表現，用武法表現。凡認為用金剛菩提行來教化眾生的人

就不是聖者，這完全是錯誤知見。因為佛陀化種種行，種種諸相，比如觀世音菩

薩現地獄 大之惡鬼王——祖魯登，專門吃惡鬼，將惡鬼撕得粉碎，結果教化了

無量的惡鬼眾生。其實他是 大的悲，他將其善巧超渡之。而且密法裏頭有很多

金剛菩薩看起來都很兇，實際上是 大慈悲利益眾生的。比如弱納嘛護法，很厲

害，黃金大力士王，鬼中之 高霸主，但他又具聖力，是聖者之境界，又如熱呼

拉護法，獨髮母護法，其兇無比，很多人看到那種形象就會被嚇到，認為那怎麼

會是聖者嘛！完全不慈悲啊，可怕啊！不對的，他們是利益眾生的大悲之主，只

是方法不同而已。所以，認金剛菩提行利他非聖德，這是錯誤知見。 

第七十二條，認我慢驕橫人是金剛師。有一種人，我慢極重，自吹驕

橫，完全不通佛法，不懂法理，不守戒律，無有菩提心，無有聖量，只有驕橫，

欺騙弟子，這種人不能認作金剛師，認了就錯路道了。 

第七十三條，認依上師五十頌敬假聖師。“上師五十頌”出來以後，

導致了非常多的人不敢去反對自己的上師，因為“上師五十頌”有規定，所以無

論好的無論壞的上師都不能反對。現在你們要弄清楚，那恰恰是把你們鎖住的地

方，雖然“上師五十頌”規定必須敬重自己的上師，但是，那要看你的上師合不

合法度，是不是真正具師資的上師，假使他都犯錯誤知見，乃至邪惡見了，你還

要依止他嗎？你還不離開他嗎？如果這樣你就要同沾黑罪了，你還不趕快離開，

你就完蛋了。不能敬假聖師，“上師五十頌”是要你們敬真正的聖師，聖者師長，

而不是假的。所以，認依“上師五十頌”作為背景要求你來敬假的聖德上師，這

是錯誤的知見。 

第七十四條，認脫離菩提心之師。你的師長已經脫離了菩提心，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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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修行，你還去認同他你就錯了，無論是什麼身份之師，包括法王、尊者、

大仁波且、大法師等身份稱謂，只要他脫離菩提心他就不是好的上師，就是已經

落入邪見之假聖德了。 

第七十五條，認持大法王認證文定是真聖。假使某個大法王寫了一份

認證文給某人，或者兩個法王寫了一份認證書給這個人，就認為這個人一定是真

的聖者，這是不對的。要看那個認證是勝義的認證還是世相的認證，還是觀符、

測卦、打水造型、轉糌粑丸等等，要分清楚。世相的認證，有認證準確的，也有

認證偏離失真的，因此世相認證並不能確定就是聖者，也不能確定不是聖者。就

算是認證合法，也要看被認證者是否犯有一百二十八條邪惡見和錯誤知見。只要

行持合乎一百二十八條知見的鑒別，就算此人沒有持認證書，他也是真正聖德無

疑。 

第七十六條，認不可超渡惡鬼。認為只要是惡鬼，絕不能超渡，有這樣

的認為，就落入錯誤知見。惡鬼要超渡，不管他有多兇惡，他一樣的是眾生，凡

一切眾生皆我們修行人慈悲的對象，而且要早早超度，以免他傷害更多好人。 

第七十七條，認魔妖不教化必誅殺。只要是魔和妖，就認為必須把他

誅殺了，這樣的認為是錯誤的。魔妖一樣的要教化，一樣的要誅殺。實在無法教

化，他又要殘害眾生，當誅殺之，如果有一線教化之機，必須盡力教化不可誅殺，

魔妖也是眾生啊。 

第七十八條，認夜叉鬼子母不需供食。認為我們不能給夜叉和鬼子母

施食子，這也是錯的。夜叉鬼子母一樣的要施食給他們吃，他們一樣的是眾生。

只能說他們知見邪惡，我們要教化他們步入正知正見，利益眾生，要想辦法攝化

他們，供養他們，讓他們感動，改惡向善。 

第七十九條，認學法聞法人必拿錢換。從古至今都有這種現象，學法

的，聞法的，進廟的，首先要拿錢來才行，不拿錢來不要聽法學法。以前我在有

些寺廟裏經常遇到這種情況，動不動就問：“今天你拿來供養沒有？沒有供養你

不要進去啊，你沒有拿錢，不要聽這講經說法，今天是有供養的進去啊！有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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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能進灌堂飯堂去吃飯，其他的不可以的啊！”這很糟糕的，因為眾生有富裕

的有貧窮的，我們要關愛他們，乃至他們實在貧窮，我們還要拿錢給他們，我們

不能說必須要他們拿錢才能學法聞法吃飯，這是不正確的，絕對不可以。 

第八十條，認聞法者輕慢法音。聞法的人，輕慢法音，隨隨便便，認為

反正不用拿錢換了，我就不給供養了，我什麼都不管了，我無所謂了，我就隨便

聽就是了，這是輕慢三寶。輕慢法音，就憑這個罪就不能成就。佛法多麼的珍貴

啊，怎麼能輕慢呢？你能幫助一點就要幫助一點，但若你實在困難，沒有供養照

常應該聽法，聽一次可以，聽一百次，一千次都可以，師父都會幫助你。但如果

你有能力，卻同樣自私狹隘，把佛法看得不如你的世間法，你同樣可以聞法，但

是你已經種下了成就不了的緣起種子。 

第八十一條，認師把壽命轉給弟子。這是常有的歪門邪說，說本師我

修法把壽命轉給你，或者轉給你的家人某某了，所以他才活下來，現在這個業力

是我在承擔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成立的。師要轉壽命給弟子，可以轉，他

轉得成轉不成那是他的心意，他不能給弟子講，因為這是為師者的修行，但實際

上因果上是很難轉成的，而應該教化弟子修行自轉。只要是認同師可把壽命轉給

弟子，無論師或弟子，都是錯誤知見。 

第八十二條，認受學名寺定高僧。認為只要這個人是從某個千人大寺

院，或從幾千人的大寺院出來的，他一定就是個高僧了，或者看到他是第一名的

頭榜拉仁巴格西就絕對是高僧，這是錯誤的。我告訴你們，此人不一定是高僧，

說不定是個壞蛋或混蛋，或騙子，這不一定的，因為高僧是自我修行證道而成的

了義實體境，僅憑他來自於哪個寺廟是不能說明問題的。 

第八十三條，認拜學多師必是聖。認為有人跟很多師父學過，曾經接

受過上千個灌頂，拜過一兩百位大師，說他修過拙火定、時輪金剛、大圓滿，而

且還進入了時輪金剛的 頂部，證到了金剛換體禪，你就認為這個人一定是高僧。

你太昏頭！你只從口頭聽講，你沒有依了義，你鑒證了他的頭頂科學檢驗開頂了

嗎？神識出入自如了嗎？沒有證實就不一定是金剛換體禪成就者。為什麼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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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因很簡單，高不高僧是自己的修持，自己的修持不好，拜過多少師都沒用。

所以只要認受學多師就是高僧，就是聖者，已經證聖了，這是錯誤的。 

第八十四條，認女眾不如男眾根基好。認為女的沒有男的根基好的，

只有男的根器是 好的，是錯誤知見。男女都有根基好的。 

第八十五條，認小眾生不如大生命。認為救眾生的時候，先救大的眾

生，比如那個牛先救，大象更應該先救，這個小鳥不忙救，這個螞蟻放在 後救，

這是錯誤的。一定要眾生平等。 

第八十六條，認不解經文空洞念誦。經文的義理不弄懂而只曉得在那

兒念經，認為是很有功德的，這是不正確的，念經者首先必須學懂經文。 

第八十七條，認借修道場佛塔法會私下斂財。借用修道場，修佛塔，

開大法會，實際上自己私下斂財的，這種行為不能認同的，一定要逆反。 

第八十八條，認利用布施救災款行貪。打著布施救災旗號大量積招資

金，而私下把集的款項拿來自己貪得，這都是錯誤知見，無論是師還是徒弟，貪

得一分一厘都是罪業，無論是執行者還是認同者都是錯誤知見。 

第八十九條，認修行學佛必放棄勞動。有的人說，他現在為了要修行

要學佛，乾脆不要工作了，辭職，只有這樣專心修才修得好，這是錯誤知見。真

修行人無論處在何種環境，都一樣是依教奉行，並不是辭職專修才是依教奉行。 

第九十條，認皈依後就是佛教徒。認為自己只要皈依了，舉行皈依儀

式了，有皈依證了，那自己就是佛教徒了。不對的，皈依後並不代表就是佛教徒，

皈依後殺人放火也代表佛教嗎？皈依後整天無惡不作，凌辱眾生，詐騙眾生，歪

門邪說，傳播外道，也是佛教徒嗎？不是。要依於戒體行持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不犯一百二十八條邪惡、錯誤知見，才是純凈無垢的正宗優秀佛教徒，大修行德。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應該自己深思對照審查，是否犯有錯誤知見。如果有犯以上的錯誤知見

一條或者兩條三條，要看這個所犯的輕與重，犯的哪一條，輕的三條，重的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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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兩條，只要你犯了不當下改正，你修任何佛法都不會有受用的！！！你要想得

到任何功夫道力都是修不起來的！！！不會有實相顯現的，除非你是外道邪教，

出顯邪法，但 後短命而死，打入無間地獄，除此而外沒有第二條路。 

修行只有一條正道，如果犯了邪惡見和錯誤知見以後不及時改正，有可能就

從那時起終生失掉正法，墮入惡道不得成聖解脫。因此，今天說到的這些邪惡見

和錯誤的知見，這是絕對不能犯的，無論你學什麼法，屬于哪一派，只要你犯了

邪惡見和錯誤知見，你根本就是一個外道人士，你根本就是一個未來的惡果報者，

這是必然的、肯定的，十方諸佛一切菩薩皆如是護念此正知正見，凡犯者就成為

毒害眾生及自我的毒瘤根種，因此必須告訴大家不可以犯。同時，要注意一個十

分重要的認知，有人說“這一百二十八條不是我們這一派的教法，與我們無關。”

如果你們有這樣的看法，就種下墮入三惡道的種子了。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無派

別之分，是屬于佛教，不是教派獨有，是宇宙因果規律，應對眾生緣起緣滅、惑

業因果的本質，故沒有教派性。我在這里給大家打一個比喻：認為毒藥和良藥與

我們這一派無關，因為我們是賣布的，不是賣藥的，藥是醫院藥劑師的問題，不

是我們要施用的。有這麼一個認知，你就大錯而特錯，雖然是醫院施用具體的藥，

但藥性對眾生之作用、效果是無差別的，無論你是做其它任何行道業務，認吃毒

藥無害，只要吃下，就會毒死。所以，無論任何教派，只要認或者是不認同邪惡

知見和錯誤知見，就必須落入相應的因果的自然規律感報里面去。我再給大家舉

一個在實修上的一種實例，有一個西藏來的仁波且，拜見了開初仁波且。西藏仁

波且說：“我是正宗密乘教派四瑜伽某某派的，我是西藏第一瑜伽大師某某某某

的弟子。”他對開初仁波且說：你認為佛教哪一派 高、 好呢？開初仁波且說：

哪一派都好，哪一派都不好，知見正就好，邪惡、錯誤知見就不好。這個仁波且

說：“你們這一派的一百二十八條知見我看過，我們瑜伽士跟它們是沒有關係的，

我的拙火定不學一百二十八條知見，一樣生起溫來。”開初仁波且就告訴他：自

己沒有派，只有佛教。在商談的過程中，後來他們兩人就施展了拙火定的鑒別，

結果，開初仁波且還用出了體外修持拙火定當場給他人治療病立刻痊愈。在 後

結束以後，這個瑜伽仁波且就問：“哎呀，我要怎麼樣才能有你這個功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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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百二十八條知見”，開初仁波且就這樣告訴他。這位西藏仁波且當下很

有感受，因此馬上進入知見的鑒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的火溫就在原有的基

礎上增加了一倍，他說：“神了，我修了十六年的拙火定，都沒有這麼一個月的

飛躍成就，我同樣修的是從前的法，原來，這一百二十八條知見是沒有教派性的、

普利行人因果的規律性的法則。”這就是這個仁波且的感受。 

我現在必須再次提醒大家：不可以落入其中任何一條，否則就白修行了。在

《解脫大手印》裏面，關於邪惡見和錯誤知見一百二十八條也是其中重要之法的

一個部分。我今天說法就略講到這裏。【弟子們：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我聽到

你們這樣稱呼，我很慚愧，不要稱我第三世多杰羌佛，就以 平淡的稱呼“師父”

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