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脫大手印》—必須要看懂的前導文 

擁有虛名的第四世祿東贊行人講述 

  在說到《解脫大手印》之前，我首先要寫段前導文，這前導文是

修學《解脫大手印》非常重要的指南，《解脫大手印》是第三世多杰

羌佛親傳的佛法，是佛法中最高的佛法。第三世多杰羌佛說偈云：「今

說解脫大手印，統攝八萬四千門，當場即證虹界境，換身體外悟空性」。

我們從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四句偈中，就知道在這世界上，除了現量大

圓滿和金剛換體禪等勝義最高佛法之外，根本就找不到一個時辰（兩

個小時）之內成就的佛法，但是這佛法必須依宗旨而修，而佛陀師父

的六言偈就是宗旨，宗旨規定「育己利他，造良樹德，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最勝菩提，解脫手印」。我們唸完了第三世多杰羌佛的這六

句佛言宗旨，前面四句一目瞭然好理解，後面兩句必須從《解脫大手

印》法本儀軌中去見真源。總之這六句宗旨徹底公告了佛陀師父在這

個世界教導眾生的人生目標，宣明地透視標明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覺。其宗旨涵義是首先我們必須教育好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是為了

利益他人，我們要造就他人成材樹立良好的道德品質，凡是一切壞事

我們都不能做，而所有對眾生有利的、一切好的我們都要做，最高殊

勝的解脫成就佛法就是《解脫大手印》，因此只要我們深入《解脫大



手印》讀誦思觀修學，當下就知道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何等至高偉大，

其傳給我們的佛法是史無前例的無上妙寶。 

  大家在未修學佛陀師父所傳的《解脫大手印》前行、正行、結行

之前，我利用這一個機會寫一前導文，以便如法順暢修學《解脫大手

印》，同時在這裡我也順緣說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修行人，

法名叫慈仁嘉措，虛名擁有第四世祿東贊法王，在華藏天頗有職，由

於多生業力的緣故，這幾十年我經過法門風風雨雨無數，難以用語言

文字可表說。我學過顯教，深研過很多論著，如般若論六百卷、因明

論、中觀論、大乘解脫道論、菩提道次第廣略二論、成唯識論、百法

明門論、制惡見論、俱舍論、戒律論等等，對於經藏就更不用說，看

過很多了。我入過密乘、閉過關、參過禪、唸佛誦經，修過不少密法

儀軌，深入過時輪金剛十萬頌，體解他空見，後來主修大圓勝慧，確

實獲得了一些受用，但深知不足。於九五年有緣在成都見到第三世多

杰羌佛，經過聽聞開示後，我當下慚愧無比，才知道自己在佛陀的智

慧鏡上照出的原形，是怎樣地難堪，膚淺到了小學生的程度，所以當

下敬祈拜到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為徒。佛陀師父來到美國第一步住在

我家約一年，時經八年之久，傳過我很多法和上妙口訣，我努力修了，

大概是業力深重，好不容易總算明白了真心之諦，終於對生死的問題

有了把握。由於年歲大了，色身多病，我想坐化換一個身體再來自覺



利他，在走之前我應該做一件事，考量到佛陀師父曾經開示過的《法

財兩端對比觀》。一者，如果一個人沒有真誠的供養心，那是眾生的

自然天性是正確的，但如果在六年觀察師資，確實證明其師是真正的

聖者的話，弟子還不誠心，這就不正確了。二者，領受上師的灌頂修

法並自己修得成就聖量時，不知報恩，不知供養為基本之虔誠，這就

太墮落愚癡了。當然我這八年來一直跟在師父身邊，無有多話可說只

有一句「師父是真正的佛陀」，因此這些年我隨時作供養，但師父是

不收供養的，乃至我為師父買了什麼東西，他也會把錢補給我；不但

如此師父還經常把自己創作所賣的錢拿來支助修行人和救濟災貧，現

在有幾個寺廟的出家人與在家人就是靠師父勞動繪畫的錢在生活，所

以我每次供養都是失敗的，全部退回。三者，這世界上我只見到過我

的佛陀師父有如此行舉，雖然這樣，但這一次我要依法行事，所以便

與親人們商定後，決定把財產立辦一個遺產信託供養佛陀師父。當天

晚上研究後，第二天早上我便開車去拜見師父，一路上春光明媚，百

花豔姿，而車前出現了一道虹光境，很是神瑞，我認為這是誠心的感

召。我們很快到了佛陀師父住所，結果師父早已知道，一見面就對我

說：「虹光也算錯誤知見認虛幻圖形，如果供養了又後悔怎麼辦呢？」，

我和親人們當時嚇了一跳，師父說：「誠心易，重法難啊！我很高興，

如果神聖的佛法還不如你的財產珍貴的話，那已經證明你的凡情價值



是大於如來正法的比例，落入錯誤知見者只可以修常規佛法，因為你

是以常人俗事利益為重的。但更要注意的是，如一個為師者，見到小

錢不接收，見大財就領受，乃至小錢大財來者不拒，一律貪得，奪食

眾生財物為己有。我明確告訴你，此人無論是什麼身份地位，他不是

聖者，根本就是一個身披法衣的凡夫騙子，乃至是妖魔，跟他學佛將

會毫無受用，而且由於邪知見地，帶你永住痛苦輪迴。」師父還說：

「你們所有親人都同意並決定把一切財產都供養我了嗎？」我非常高

興確定地回答：「是的！就今天全部供養了，但是也留下了我們的基

本生活。」師父說：「太好了！那你們就供養吧！今後跟著我吃穿就

行了，反正你們供養的財產幾輩子也吃不完了。」我當下寫了供養文

書和贈與書，敦請師父去公證，師父說最好的公證是交給佛菩薩，然

後把文書、贈書放在火上燒成了灰。就在這時佛陀師父對我說：「移

交先不要辦，你認為你能解脫成就嗎？」我回答說：「成就是沒有問

題了，已住清淨法身。」師父說：「虹光身大聖法王第四世土登成利

華桑波多智欽法王才沒有問題，你可不能講這話啊！法身無相但要真

空生妙有，為什麼你有生病的顯報？你能讓無相法身顯一虹光世界佛

土和聖者們相達一處嗎？還差得遠呢！我讓你看看這是什麼！」就這

樣我受到現量大圓滿的灌頂傳法，以大圓勝慧法要十二年的精修才能

獲證的聖量，竟然在一個時辰之內我與開初仁波且便當下證到了。我



們深深明白這是至高無上的佛法，但要讓他人看到這佛法的無上殊勝

成果是不可能的，知道光明破阿法能開頂，神識飛遷佛土，能給他人

看到插吉祥草孔雀尾，這正是利益他人攝化眾生證菩提的法門，利益

他人才是我要做的佛事，自己化虹身，沒有幫助到他人現見修行的功

德，這不是菩薩行為，因此我決定求神識出入自如的法，以讓他人了

解佛法的現見真實，後來我和開初仁波且共商後，決定向佛陀師父求

眾生當下可見之聖法，以便利益更多人，我們請求師父為我們灌頂破

阿法開頂插草或孔雀尾，讓神識出體自如，師父聽了當場哈哈大笑說：

「愚氣未脫，破阿法確實能讓神識出體，但出體後就必須往升，神識

一當出體後就收不回體內了，因為能收回神識這必須要有超越禪控的

大法，既然你們為利眾生，我今傳你們勝於破阿法百千倍力之金剛換

體禪吧！但要明白要修金剛換體禪就不能修現量大圓滿，開初也不可

以再修拙火定和其他的任何法了，否則犯重法戒，兩者互礙，只不過

這是當下就能給大家實際可見到的證量聖境功夫，也許對眾生更有利。

其實拙火也可以當下兌現，實在要走這條路，我就為你和開初，還有

一位妙空法師你認識嗎？」我說：「認識的。」佛陀師父說：「我給

你們灌頂傳法吧！」就這樣接受佛陀師父灌頂，在一個時辰之內，讓

我們二人分別進入金剛換體禪，頭頂開了二指寬，不但肉皮、肉層、

骨蓋、腦膜、腦髓全打開了，神識出入無礙，而且遠程辦事，病障顯



時，離體出修，把持安樂無礙，終於超越禪控。以前曾經所修的法拼

了命想得到出神入化的，就是沒有，現在不想要，隨處超凡量境，神

識空行無礙，這不是天地之差，這是聖凡之別啊！以前身體曾有的不

適，現在突然都不見了，三脈五輪心風開膚，證到了這步心意樂滿，

但奇怪的是佛陀師父問我：「你現在有把握不返回道力嗎？」我說：

「我非常有把握，絕對不會返回！」師父說：「不一定！未見得！有

一句話叫做『九地不知十地行』，不是那麼簡單啊！你還要小心把持。」

師父說的話我聽不太懂，也許有未盡法量吧！可是我已證到了這一步，

還有什麼可罣礙呢？儘管如此，我同樣永遠都是眾生的僕人，不是什

麼尊者、法王。我這時又回憶起佛陀師父曾講過的一句話，如果有人

說他的佛法比《解脫大手印》還高的話，此人不是凡夫騙子就是妖魔。

我那時沒有受到《解脫大手印》灌頂，無法理解佛陀師父說話的含意，

現在深入了《解脫大手印》這才知道黃金放的光不是黃銅能比的啊！

後來我為弟子作認證，見識到自己有一點能力為他人作依怙了，我施

以勝義內密金剛力測決認證轉世者真身，當時在我的師弟香格瓊哇仁

波且、龍舟仁波且、央噶仁波且的助念下，一個時辰之內聖境現前，

測定了諾拉仁波且轉世真身活佛。感恩佛陀師父給我利益眾生的能

力！！！回頭再說到當時我與親人們把全部企業財產供養了師父，可

是師父說他沒有時間管理就不辦移交過戶了，還是由我來管理，由我



全權享有，說這是代師父享有管理；其實師父哪裡是接收我的供養啊，

他要的是我的一顆真誠利生心行，因為這心行才與菩提道相應。但是

發了心供養總不能空頭，後來我又多次請師父辦移交財產，師父就明

確地對我說：「你的財產我早已接收了，這是你的一顆真心，不是要

你辦什麼財產實物，我是不會接收這財產的，有這份真心就夠了。」

我們沒有辦法，只好自己請律師去辦了一份不定性的遺產證，到時候

依法贈給佛陀師父，如果師父還是不收就贈給正法寺廟或救災團體。 

  我提醒修行學佛的人在重財、重法、選師三個方面要特別注意啊！

要找到真正的聖德是太難了，拿《解脫大手印》中宣說的有關邪惡知

見和錯誤知見去對比，自然就會見真假，我就是受到師父第三世多杰

羌佛的勝義內密灌頂境行，加之依於精華之寶的兩重菩提心修持，又

認清了《解脫大手印》法本中說的邪惡知見和錯誤知見，才有今天這

一點自利利他的成就。 

  我還是來說正題前導文吧！這前導文就是前導的指南，是非常重

要的，要認真體會，說這導文的目的是以便大家了解為什麼偉大至高

無上的第三世多杰羌佛要說《解脫大手印》。正如虛名的行人我，常

聽聞佛陀師父開示一樣，為什麼首先要明白理解前導指南，重點要弄

懂《解脫大手印》的精妙高深的地方在哪裡，到底是多麼捷徑的佛法。



也許有的行人認為已經有很多經書論著，為什麼還要增加繁瑣多說這

麼一個《解脫大手印》呢？行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正因為經律論

太多，行人們很難琢磨哪一本才是相應自己因緣的好教法，加上在當

今已經步入了教法紛亂的末法時代，尤其迷離於人；另外佛法上的殘

缺錯謬也廣布於世，比如拿念佛法門來說吧，為什麼有很多人念了一

世人生的阿彌陀佛照常不得往升？原因就在於法不全，修行念佛人無

明地還處在不淨業的念佛中，帶著造業繼續傷生破戒在念佛，所以無

法生增淨業功德。但是我們偶爾看到也有的參禪念佛修密法的人得到

了解脫，其實這主要是這些行人，他們在無始以來所種下的功德超於

罪業，只是沒有因緣遇上學佛修行而已，今生學佛因緣成熟了，一入

修行念佛便圓滿了多生的功德而得到成就；就如一艘渡船停放在岸口，

沒有遇上使用的機會，今日因緣成熟，一當使用便順利渡江過到彼岸

了。可是你要想一下你自己能確定你具備功德多於罪業嗎？如果罪多

德少，你就無有僥倖成就的機會，所以有罪之人要依上好的佛法去修

得成就。為此緣起呢，佛陀師父才傳出佛教最高頂聖之法原始多杰羌

佛的《解脫大手印》，以這一法藏而攝經藏典籍解脫成就的一切精華。 

  為了說明《解脫大手印》的高深精妙無上，就以禪修法來作一個

例吧！禪修有非常多法門，我今略舉幾例，比如有如來禪、祖師禪、

頓悟禪、漸悟禪、話頭禪、水觀禪、火定禪、數息禪、觀竅禪、黑關



禪、暮鼓禪、破阿禪、光明大手印禪、時輪禪、恆河大手印禪、心中

心禪、他空禪、大圓滿中的澈卻禪，妥噶禪，這些禪修，尤其是頓悟

禪、光明大手印禪、時輪禪、心中心禪、他空禪、澈卻禪、妥噶禪，

我都在上面了解過，有的用過堅實的功夫，體會深刻。一般世人認為

這些禪是至高無上的法，其實並不正確，這些等等禪都是行人們常聽

說過的佛法中的禪修法，這些禪修法都與四禪八定分不開的，至少要

經過此一階段。當然有的是比較好的法，但在《解脫大手印》本法中

的禪修，那完全不是這些禪修法，而是捷徑精華、一日以代百年、真

正至高的快捷佛法禪修，這些頂聖法的禪是什麼名字呢？是金剛換體

禪又名空頂禪，就拿它舉例說幾句吧！這不是破阿法能相提並論的。

這一法連頭頂上的肉和骨頭、腦髓都要空掉，讓靈識出入自然，展道

力可讓金剛丸空旋飛騰，任運自如，另外一個身體在肉體外修法參坐，

直至空掉全身，無相無識，證悟法身如如不動宇宙同體的境界。有此

凡夫以其邪惡見「認常見為實有非幻」，說：「如果腦髓空洞了，什

麼都流出了，還有人嗎？」如此世俗凡情愚昧，可憐啊！怎不想一想，

佛降甘露從何而來，無中生有你又怎麼解釋？隔石建壇怎穿巨石？大

成就者肉身縮小到一尺高，骨頭怎麼短了？有成就者全化虹身肉身不

見了，怎麼解釋？醫學怎麼說？核磁共振所見事實怎麼解釋？難道科

學儀器竟然不如你的邪惡知見胡說八道，我本不想批評你等，但為了



不讓你落入無間地獄中，提醒你快懺悔。我證到這金剛換體禪境界後，

神識出入自如了，便到醫院核磁共振（MRI）去檢視，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開了大頂，其他任何佛法是達不到的，比如破阿法開了頂，去核

磁共振檢視一百個人中難有幾人開了的，而且最多開一毫米寬就極限

了，並且神識根本無出入的能力，只要出去就回不來了。 

  另外在《解脫大手印》法中還有一味禪、未音禪、現量大圓滿，

這些高深莫測的法最能快捷超越禪控。我們最主要首先是要超越禪控，

凡修行學法的人都有一種共識，無論用什麼法觀修，都是意識在起觀，

而此意識無論怎樣都在自己的身體內，完全沒有衝出體外過，永遠都

被那層肉皮包著，都是借用自身肉體搭架產生的思觀，所有意念都被

凡胎肉體控制在內。無論你參任何禪，也沒有離開自身之體內在參、

止、觀、定，這就是說明你照常都在禪控中，所謂禪控就是肉體所控

思維，怎麼才能超越禪控，脫離自身肉體靈識的界線呢？那必須靈識

是飛出肉身所控之外，此時靈識脫離肉體方與自身無關，這才是超出

自身肉體假有的三界範圍，此時有一種現象，證到頭頂的肉和骨頭及

腦髓都空了大缺口，有的一指寬，有的二指、乃至於三指寬不等，而

且有的深不見底，甚至達到開關自如，神識出入無礙的境界。我說的

不是密乘法中的破阿法，密法的破阿法未到圓寂之前靈識是無法超越

肉身出體的，是照常在禪控中的，而唯有超越禪控的法是《解脫大手



印》中的法最為快捷，才能在未圓寂前提前靈識出入肉體自如，這是

超越禪控的唯一至高無上大法《解脫大手印》。此捷徑大法，它猶如

虛空的太陽如日之當空明耀無暗，第三世多杰羌佛不去取捨浩瀚普天

群星之光施利眾生，而以一日太陽之光統攝諸星之光輝，以為照映三

界，皆是為免無量群星之光繁瑣難以捏拿；就是說眾生沒有辦法合適

取用哪一相應自我之法，為了幫助大家解困於學法的繁多，難入正諦

的這個原因呢，因此我佛陀師父特開捷徑的大法聖門，說原始古佛多

杰羌佛《解脫大手印》，這一無上法，十方成就的一切諸佛菩薩都是

依之得到的，尤其是成佛，離此別無二路。 

  我在這裡寫了一個偈子說明，《解脫大手印》是原始古佛多杰羌

佛所說，偈云：「今宣《解脫大手印》，統攝八萬四千門，一時之內

證聖境，法開頂門出幻身，來去自如無礙識，駕雲跏趺參禪心，若求

妙法何處得，三世羌佛說真經」當你們誦到我寫的以上八句偈語，就

應該明白《解脫大手印》是原始報身佛多杰羌佛說的解脫真經，而第

三世多杰羌佛今天把第一世多杰羌佛授與十方諸佛的這個成佛之法

講授給你們，你們聽與不聽、信與不信是你們自己的因緣了。第三世

多杰羌佛說：「我是一個慚愧者，除了唯願大家學好佛法之外，我沒

有本事，功夫道量對我來說，任何證道者達到的我都得不到，因此我

沒有本事讓一些人相信佛法，我雖然沒有功夫，不如有些人，但是我



的弟子修學第一世多杰羌佛的《解脫大手印》聖量可高啦！我當然的

平淡無道，但我利他的悲心是純淨的，對眾生是無私的，弟子們不要

恭稱我佛陀師父，就叫一聲師父，我已是受之有愧的，我是眾生永遠

的僕人，可是《解脫大手印》是十方諸佛共有的最高、最好的佛法，

完全是真實不虛能利益一切眾生，能讓你們真正證到常樂覺聖，你等

可要至誠恭敬。」聽了佛陀師父的教言，真讓我等慚愧而無地自容，

就我與佛陀師父相比的話，如果我是室內一盞燈，而佛陀師父是天空

的太陽。第三世多杰羌佛對眾生表顯的是何等聖跡言行，竟然將自己

降低得比任何人都差，把自己當做眾生的僕人，都是為了以身作範讓

眾生體證修行學佛。 

  凡為眾生皆具備成佛之種子，都可以修行成佛，因為每一個眾生

都具有與佛無二無別的佛性，每個人都可以福慧圓滿，輕而易舉就解

脫生死輪迴之一切痛苦，由凡人成為聖人，關鍵是你有沒有成聖的決

心，如果願意要解脫成聖，那就太容易成聖了，如果下決心要成就，

有一條很好的路給你們走，也就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傳授的《解脫大手

印》，這是菩提道上的直線大道。菩提道往往有很多若干不同的道，

我們走到《解脫大手印》這條直道上，直線前進，就可以解脫成聖了，

但千萬得小心哦，我剛才講了，菩提道上有直道也有很多分支道。一

當生發邪惡知見就會走到妖魔道中，如果生發錯誤知見，就會走到分



支道上，乃至走出菩提道軌，步入邪途，甚至入於三惡道之門中。怎

麼樣走才是直道呢？很簡單，按照《解脫大手印》的儀軌法本去修持，

就是直道、正道，竄改偏離就是支道！至於法學上的離戲論、非離戲

論，正見、偏見等等，這是大家應小心擇決的，否則也會很難領悟真

理，走進迷洞中去的！佛教法義中的同樣一個道理，由於講示的文辭

法度不同，口氣、語音、助音不同，差別都是特別大的，而且有的開

示理趣顛迷覆來無法聽懂，也有的開示邪見充盈著整個說理。佛陀師

父曾對我等開示過兩例，今天拿來供大家鑑定體會就明白了，看一看

哪一種教說開示學識淵博高深莫測？哪一種理趣精微言明易懂呢？

哪一種才是真正相應救渡眾生的好法寶？這兩論說理都是一樣，都是

開示同樣一個題「空性與世相」之間的關係，只在文辭不同。第三世

多杰羌佛開示說：現在講「空性與世相」第一例。空性存在於俗諦世

相的一體性，在客塵上相對緣起而結成生滅萬變事物的本質現象，靈

與形相達其中這是無可非議的兩元飛躍實質所在，實際上在現量已知

境智中是感官表層的未盡領略，而所取並不是實相當下一成不變的存

在體，是眾生之蘊幻所生的有情本質立顯所得，即能所造作「為心所

生」之執，是五蘊中相對的緣起現象而立題表法，實際客塵中所見者

為假有空幻，實相中一無所有，是認妄為真之表代假有所立之相，這

正是一切緣生和合所生法緣出顯世相的本因，構成惑業種子而所應的



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由此我們得知，是六根對塵而招致的變異不定性

過患，於真空諦中，惑業種子的實在性完全不存在客塵的實體性，是

表端的直覺落著於假有的比量現見中始然。所以世相客塵恰恰是必然

的假相主觀之虛妄，而染生於六根對塵的結果，終歸定義是在客觀本

質中不成立的幻有。由此理法依成得知世相萬有的一切，生命物質與

精神靈識當下無自性，故於本質而立於客塵所在，由是萬法無自性存

在於客塵之勝義諦，而它絕不是主觀思維假立的詞造。由此了解佛陀

三身四智所具之圓滿性是本然的，其實質對眾生而言是本有的，但有

別於未證者于迷中。因此我們不難了解，空性與世相在一般未知者的

感觀當中，是客塵上兩元運旋的異端體認空性的本質是未際涅槃的果，

認世相為無遷空性獨立無常的現實觀，把空性與現見的有為認知分割

為不是一體的本質，而是兩端對立的異化界所顯立的各具之特質。迷

糊顛塞的因果邏輯導使之入於唯物凡見，落著於達觀的理念，在飛躍

迷糊的邏輯上糾判鎖定，阿賴耶的妄顯自然解讀為常見之實體來否決

萬有無常的本質，這是眾生的慣性特質，這是俗人於未知境智的所知

障上的錯謬。而相對了覺者的認知，其知空不礙其有，得有不妨其空，

沒有離開有為的空而成立於現實見，於現量中即空的當體便是根塵所

對立之幻。由此鑒道，則認出勝義諦為空有實質性客塵的兩元無礙相

依附存，藉著於世俗諦與勝義諦的二元一體性，因此覺醒未知境智中，



雖然現量二微交叉，於比量中其空色本就是一諦之見地存在的客觀相

對真理，為此了解，眾生的本質與佛性的一體性即是空性所在之真諦。

上面是佛陀師父講的第一例「空性與世相」，望大家回思一遍，你聽

懂了嗎？看懂了嗎？無論你懂與未懂，現在我們再聽師父講第二例開

示來作對比讓你領悟。以下是同上一理諦「空性與世相」，佛陀師父

說：今講「空性與世相」第二例。我要告訴你們的這個空性，不是指

虛空的空，它是什麼呢？這空性就是佛陀的法身，法身是沒有形相的，

因此呢用什麼來比喻立辭表講都不確切，原因在於空性它沒有形相存

在，所以要用一個文句或名辭來代理無相體的表示，什麼才沒有形相

呢？當然最好恰當一點的只有空了，故所以把法身用空性二字來代表

立詞。空性是不生不滅的，也就是說沒有生與死，每一個眾生都具備

有空性，而且是與佛陀一樣沒有差別的空性，也就是說眾生都具有與

佛陀同樣的法身，眾生雖然本具佛性，但是由於無始業染障蓋，所以

未能開悟見性，因此才是眾生類。什麼叫做世相呢？世相就是世間上

的一切，有生有滅有變化的事物，包括超越事物的精神靈知心識部分，

乃至於有色和沒有色的一切無常類。世相又稱有為法，有為法都是有

生有滅，所以世相都具成住壞空的，也就是說有存在，有現實安住，

有壞滅，有滅後之空無。凡是所有的一切世相，皆屬眼耳鼻舌身意六

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生發的境，所以塵又稱為塵境。世相是由六根



執著六塵幻有所存在，對境的假有現象，六塵是牽制六根的外主子，

而六根無執染六塵時空性本然不動當體即性，這性就是法身。在法身

現前的時候，六塵也就空了，空不是說什麼也沒有，而是無執我，也

就是說，於不執著而不取空也不落有，這當下根塵都是一體無礙的。

由此深入證悟讓我們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受想行識五蘊皆

空，不是離開色去取空，也不是離空去取色，於蘊空際當體便是佛性

真如（法身）。空性與世相的關係，對悟道者而言是一體無分的，而

對沒有悟道的凡情眾生而言，則是兩個不同的現象概念。大家聽完或

看完這兩例佛陀師父講空論有的真諦，說理都是如一沒得差別，兩個

道理都相同，唯有不同是在對應其學識的高低相差上來說的法，你聽

懂了嗎？好好靜思一下，前例懂得多一些呢？還是後例懂得多一些呢？

哪一個開示你才容易聽懂呢？想必這時你就知道什麼樣的開示才是

好的，什麼樣的開示是玄辭而難以理解的吧！由於當時限於文字，兩

例皆是淺說空性與世相，並非細示端倪，越三空而解五結之說諦，而

是以此兩種不同說辭使這兩例在文辭適用度上，理法交叉的變數上，

不同哲辭的解述上以作同一理體的對比，提供行人清楚明白哪一類才

是好的教法開示。至於文句生澀，理不應事的錯謬講法，佛陀師父說

他就不舉例來講了，因為他只能為大家講正確的理法，不要耽誤大家

的光陰，不會以文不對題的理法來誤導眾生的。 



  至於哪例好，還是我來告訴大家好了。前例是以哲理文詞所作開

示，如果文字哲理程度非為學問的大家之流，是聽不懂的，雖然理體

是非常的清楚，但未必你就具有此等學問智慧。原因很簡單，因為哲

理玄辭的原因，這自然文辭華藻，理法高深淵博，可並非平中取義精

妙捷徑的論述，這樣的開示取捨角度，只利於專科哲理博士和教授中

的大學者，而非專科大學者照常是聽不懂的，因此此類高論不利於大

部分的行人領悟，由此鑒於學問差別的原因呢，所以真正的大聖德，

為了利益眾生，是不取此類文句來宣說法論的。當今處於末法亂象中

有些人物並沒有真正的文字佛教理論學識，而為了掩飾自己的膚庸，

便採取摘抄古代真正大聖哲人的文句，融合在自己平凡粗曠的文法中，

加上由於自己學識的淺薄膚庸，所以自己沒有辦法體悟涵義，因此呢

就胡亂組合所謂的開示應對大家，結果成其為東拉西扯、法理混亂的

偏邪謬論。這是因為這些人頭，雖然看了幾十本論著，甚至於上百本

書，也曾於辯經場奪得榜位，但由於沒有悟到真諦，聖智慧未開，因

此其文化程度處於低平階段，所以入於迷糊狀態；加之給自己要掛面

子招牌，未徹底明信因果，世俗執我混於菩提道中成為我執強盛，所

以只好故弄玄虛，來面對善信。其實這些人所作的開示，大多在理論、

非正理論的混淆中，互相亂竄，題不達意中說教，這對普通行人來說，

是無法識別的，由此自然導之學人錯誤的偏見。原因是這些人地位身



份在世界級的人物中有頭有臉，而藉此虛假外殼攝受了行人，加之一

些行人又喜歡聽不懂的玄虛不實之辭，認為好有學問啊！就這樣自然

醉迷其中了，所以就不對其該說法者本質智慧的開敷予以考究，沒有

想一想大菩薩就那麼愚癡，就那麼無能嗎？沒有從五明的真實性來體

身鑑證，觀看他的實證，而是迷執於他那種兒戲不解的哲理混穿，昏

濁不清的文辭造句及假殼威儀勢頭地位，就這樣造成自己終身的誤失

但自己還不知道。 

  上面這兩例是佛陀師父以哲理文詞和平言直述所作開示對比來

證明，凡是真正的大聖德們，只會採用第二例的講法來宣說教法，而

不會以第一例來惑誤行人的。因為聖德是大悲為本，憐惜眾生慧命如

己，他們時時刻刻是但希眾生片言開悟，所以必然以類似第二例以為

利眾宣講，第二例才是真正直入真諦的平言直述淺略易懂精妙法寶之

開示啊！ 

  所以今天大家將要看到的《解脫大手印》，雖然是多杰羌佛之法

今由第三世來利眾弘宣，師父同樣是放棄廢語理論哲論玄辭，而按第

一世羌佛說法，以平言開示直入精要菩提為目的，至於怎麼可以修證

到三身四智，每一身、每一智應該入於什麼樣的行境，與六道眾生之

何種黑業與以交換？與什麼佛、什麼菩薩相應？相應自己的什麼見地



程度心行，然後滅掉什麼業障所證到哪一果、哪一身？修什麼定進入

什麼禪？得什麼智？同時證到以上我們自身相應的成就境以後就可

以獲得什麼樣的神通？破什麼樣的五明？開什麼頂而飛身脫殼、登地

菩薩神通廣大三界縱橫？佛陀師父都不去提它，都不說在這《解脫大

手印》中，因為這些文字理論太多，長篇大解，容易迷昏行持，反而

助長生發幻妄之心，造成顛倒幻思不斷著相文理弊端，使之耽誤修行

時間。更況你們聽了都是沒有用的，因為這根本就不是你目前所需要

的，它不是自己的證境，說簡單一點就是在數他人珍寶。而在修行的

行境中，你自己獲得的境界，才是自己的本錢。在行持菩提道中，自

己走到了，證到了，你就自然看到，深入了，住進去了，親身處立其

境，徹底享受自己的實際離苦得樂的聖果，這才是我們要的。所以沒

有用的法義不適合你們學的，你們學了也掌握不到的，佛陀師父就沒

有為我們講了。有的修行人最喜歡浪費時間，沒有事做，整天就研究

什麼是羅漢？什麼是菩薩？什麼是佛？這多杰羌佛是誰？哪個是時

輪金剛？經書上怎麼沒有強巴佛？這些想法簡直在浪費光陰、打閒岔！

時輪金剛就是釋迦牟尼佛化顯，多杰羌佛應身燃燈古佛，強巴佛即是

彌勒菩薩，這是民族語言的經文造成不同稱呼，不要犯愚癡，笑話連

篇，還更糟的是要怎麼樣學我才會有化身、報身？四智我從什麼經藏

才能證得？其實這研究的人，自己連法身都沒有悟到，他怎麼聽得懂？



這也不是哪一位聖德用語言文字能表達的，就是表述了，對未證法身

者也是不適用的，可以說所用理論講的報化二身對未明心見性者的凡

人而言，是不實際的說理。我就是一個例子，明心見性了，同樣不懂

報化身的境界，在現量大圓滿中親見其境，才明白原來全資息止的涅

槃，遠遠代表不了報化的實相啊！沒有到那一步，其實是學不會的。

這就如說教人在水中學習魚的呼吸，學了也是沒有用的；也猶如教人

學螞蟻可以從牠自身的身體一千倍的高度掉到地上，而不會殘傷生命

危險；又如將石面的彩沙，石下建立壇城；將水穿過法器杯具。無論

你用什麼理論開示去教人，人也是沒有這功能的，這教法對人而言，

原因在於不是同一類，處於異物的原故，怎麼教也是無法學魚呼吸的，

因為你是人類不是魚；同樣也是無法以人的一千倍高度掉到地上而不

死的，人的能力是無法達到也是沒有這能量把石頭器具穿過的，穿石

頭法器是大聖的事，不是人可為。正如報化二身是登地大菩薩與佛的

境界，這不是人或小聖者的理解可以得到的，但這是有法修的，如修

化身在空性的基礎上，要修自身體內的三脈五輪、心風明點作為基礎，

更重要的是修《解脫大手印》的絕頂大法。鑒於此所以我們不要去體

會報化二身是怎麼一回事，不要做這虛妄法界夢，這完全是浪費光陰，

誤失法機，百無一能可取的。切記不要執著沒有用的理論，所以你我

不要這些無用鎖絆，而要依《解脫大手印》實修，這才是捷徑之無上



大法。因此佛陀師父才不以理論鎖絆對待你們，離開哲理玄辭來說法，

同時也才不會為你們宣說對你我不實用的法義，只宣說多杰羌佛精髓

之法。不怕行人多心妄判，說白一點，經教理論的世俗諦和勝義諦，

我的佛陀師父可以給你們講幾十年，學問哲理的造辭論術是師父的專

業之一，這些年我聽多了，這無非是師父的小兒科；但師父不願大家

走這條繁瑣纏綿辭藻昏頭誤失光陰的邊道，這條道不好，是爛泥路不

是捷徑之途。佛陀師父要讓大家直取近途，成為真正利益大眾善良的

好人，以此好人為基礎，快速直達成就之果。為什麼要這樣呢？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精妙易懂的法才是眾生之寶，才是利生器具，才是

求實解脫之要領，這就是我師父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注重於理論為你我

說教的原因。這些理論空洞，理論修行，空洞性而不實用的東西都不

要給你我，師父說更不採取哲理玄辭生澀的文句，那些生澀的文句別

人聽都聽不懂，那完全是在故弄玄虛為大家講的。 

  那麼另外呢，還要說明一下有關釋迦牟尼佛的經書緣起，只就把

祖師們繁多的理論書籍放至一旁，我們不提，只是就釋迦牟尼佛陀所

說的法，就有八萬四千多的法門，經律論三藏匯集一體以後啊，其理

體變易浩瀚如淵海。而反過來我們沉思一下，一個普普通通的凡人你

的記憶力和光陰，都是非常有限的，無論你是多聰慧的什麼人，盡其

一生的精力，可以說連三藏的三分之一都難以讀完，更何況要理解其



內含的真理。就算你把這些真理全部慧識了，也不過是法藏中三分之

一而已，另有三分之二，你是毫無見識，而且就釋迦牟尼佛說經也不

只限於三藏，在密乘中還有很多，比如密典部份：如佛傳在藏密中的

法義和聖號，很多顯教人聽都沒有聽過，還不說學、學懂！有沒有資

格聽，有沒有資格學，更況還要必須證悟理諦真修入行，才能生用進

入實踐，這似乎比登天還要難哦！鑑於此，為利大眾即生成就早日解

脫，今天因緣成熟佛陀師父才將這一捷徑無上之法《解脫大手印》，

應機有緣的眾生。但大家也必須要明白，學習三藏經律論是很好的，

可以育養知見的正行增加借鑑的知識，獲得相應的加持。可是要知道，

佛說的經藏是應眾生不同的根器，而分若干不同的層次、深淺、方便、

大小、顯密、內涵而所說的緣起相應根器之法。另外加上眾生業力輕

重不一，尤其是業染深重者，將在黑業障蓋之下，很難遇上契機相應

的法門。再者又有文化、聰鈍程度的差別，源於根器的障惑就很難理

解聖意了，甚至有的人，對某些經藏論著連看都看不懂。更況有些所

謂的高僧實際上是凡體的這些人，不顧眾生的死活，不惜眾生的慧命，

在講法開示的時候，或有人提問的時候，往往是故弄玄虛，用語怪刁，

空洞的理論或採用自己都看不懂聽不明弄不通的玄法哲辭來回答，東

拉西扯，甚而大部分都所問非所答，偏離主題，嚴重者乃至胡說八道，

往往行人聽聞後無法步入，乃至讓人走入歧途。特別在佛法中同樣一



條法理，正如前面說到的佛陀師父所講「空性與世相」的兩例對比，

可用很多種不同的講解法度，而真正的大德聖者，講法是應機而對文，

對一般眾生而論是不用哲理玄辭的，不用華鐸辭藻來敷於人，語言是

簡潔明白精要，直入理體。偉大的佛陀釋迦牟尼就是這樣說法的，什

麼都是直入理體，無論是愚鈍之根器、聰慧之底蘊，各擇其法，深者

見深，淺者見淺，各領其意，分層漸悟，以不同類別經藏布益眾生，

這才是佛陀面對眾生的緣起。在現實中一些人多於文字空洞理論，說

不著邊際之哲理玄詞，故弄玄虛之說，互相詞混雜亂，讓人聽後迷糊

不清，不解其意，更有的行人在看都看不懂，聽都聽不明白的情況下，

反而愚癡認為「這是學識淵博、哲理高深的大德開示的文論法理哦，

了不起唉，太高深了，所以說我才很難聽懂嘛！」其實這是你犯愚癡

了，完全不是這樣，這正是誤導行持的偏見教法，甚至堪為害人的學

說，這種學說開示是不務實的行舉，導致行人浪費光陰，所以今略舉

佛陀師父二例以為領悟。前例是為哲理性的玄辭之所用，支撐哲人學

者享研受用的，後例是為利益大眾相應，樸實無華而開示。這兩論的

開示都是正理，它是相對於不同的學識程度、不同的人所施用的文法，

但是這裡面，有精有弊，就看各人的相應悟證，來認知領悟它的差距、

內涵與等次了。在領悟中最重要是先擇決什麼樣的才是如來正法的開

示，但凡正法大法都依於菩提道而取，也就是說所有的一切正確的大



法都是建立在菩提道上的，起於大悲菩提心的。菩提道是以大悲為基

礎而行進的，所以首先要大悲為本，以大悲水澆灌菩提樹，生長開花，

結出聖果。很多佛弟子都會說「我慈悲為本，發心利眾生」，其實這

基本上都是一句空話，在行人中一般都會隨意闡揚大悲為本，大家都

會說，都知道慈悲為本，基本上都成了掛齒口頭禪，故所以常見到很

多人才會學佛一生終究不得成就。師父說：「若慈悲為本是獨一出自

於心上，那是無行業的悲，如果出自口頭，那是言詞上的悲，兩者均

不構成慈悲實相之果的。真正的慈悲為本，是必須建立在心口身三門

並行的實際行動上的。」師父的教言才是實相真慈悲生發菩提種子之

處，有了菩提種子，還必須要有育長種子成材的方法（佛法），這樣

的大悲水才能澆灌生長出菩提樹。要怎樣澆灌菩提樹，開出桑巴拉花

生長解脫之果呢？那就是必須修行、修法，依修行來達成修法之果，

直到成佛都是必須不可脫離的。大家要明白，如果只修法、誦經、念

佛、參禪、持咒而不修行，借於邪惡錯誤知見行持所造之黑業，這樣

不但不能成就，而且還會轉入三惡道中的，如果只修行做善事，同樣

不得了生脫死，無論功德多大也是無非獲得有限的人天福報而已。修

行、修法是在菩提道上前進，而進取中將會隨時產生一種特殊現象，

這個特殊現象就是幻化神通等現象，這正如釋迦佛陀在經藏中經常講

到的，示現各種神通的鐵事，經書上多著了，不用我說，你們自己都



會查閱，這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說「我們不講神通」，其實不講神通

是錯誤的知見，不是你不講神通它就不會發生，神通就不存在了，這

是外行人或假聖者才會講出這種不通哲理現實規律的話，因為神通是

前進在菩提道上的必然副產物，雖然它不是修行證果的目的，但它是

行進中的幻化產物現象。我們修行證果的目的是了生脫死，證無住涅

槃，可只要是行進菩提道上就避免不了這副產物的出現。比如我們做

餐吃食，以吃食物為目的，但食物必須經過做餐才會得來啊，不經過

做餐則無食物可吃。而在做餐食的過程中，就必須要洗食物，把這食

物要先洗乾淨，要除垢、要生火，要用鍋，要以火燒開水，而且火水

食物會發熱出氣，產生餐氣的味道，食品會變顏色等等之不同現象出

現，所以這些現象不是要與不要的問題，就是說一千道一萬我不想看

到這些，不要產生這些，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你不要它產生它照常

會出現，雖然這些過程中的現象不是目的，可是它必然會發生經過的，

除非你不做餐，可是不做餐則無食物可吃。正如求了生脫死，是必須

要修行才能出離痛苦輪迴，除非不求解脫，只要解脫就要修行，而修

行就得走上菩提道，在菩提道修行路上，就必須產生副產物的一切現

象，因為這些現象是菩提道上的自然規律狀況，如神通現象雖為幻生

的，但它是跟做餐食一樣必然會出現的，同時行人應該明白，缺了神

通現象說明未能深入功夫道境。但是我們必須要清楚神通是重要與不



重要的，要者有二，其一、鑑別師資道行是空洞還是實量，其二、增

益自修行徑之信心。不重要有二，其一、生死根本不是依神通而斬斷

的，其二、用神通執而不放，道量不增，入於遊戲著迷，不得大聖涅

槃。但是神通道力、灌頂表法是必須的法義規定，故行人當明瞭，面

對勝義內密灌頂，弟子本人不見法定聖量現前表法，只聞空洞理論，

此非勝義內密灌頂。正如鑑別轉世活佛之真假，為什麼要看是否為聚

集多位大聖德認證恭賀附議的？若一兩位聖德認證，未具三位大德以

上認證的，問題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凡要確切定性，所以是要經

過金瓶掣籤定奪（此金瓶掣籤是先預報後測抽，抽出的籤預報轉世者

的法號身份無差，必須由聖證量中見境），或金剛力測決無誤才定為

真轉世者，而不是用打卦、用觀湖見虛幻圖形，或聽聞虛構故事，也

不是糌粑丸轉緣就能真正定準的，認證屬於勝義法軌呢？還是顯表方

法呢？這非常重要。就是用金剛丸施金剛力也不是依測證道量金剛力

的現象，而是要眾僧公證現場觀督，大家一致看金剛丸是否起動金剛

舞姿，猶如鍋莊舞步，左右搖擺，旋轉多姿，會跳出輪迴圈，最後進

入轉世身份界定位，這才證明被認證之人是某某轉世活佛。除此之外，

凡一切聖跡道量的展顯都是要公眾鑒證的，不可依個人私下寫一通，

編造幾篇假文故事作為依據，完全是要在現場公眾鑒證的，大家親眼

得見的真實證量，並且可以重覆再現，而不是虛圖文句寫成的空洞假



事、假證量。所以無論哪個地位高的活佛把自己說得多有本事，無論

是什麼大名氣的法王認證他的，都是不準確是否是真正的仁波且。我

們經常見到一些活佛、法師，虛編一通造文亂世者，動輒就說他是某

某大聖認證的，修某某法，某某金剛出現在虛空，又金剛杵飛在岩上，

又食子出甘露，又供品變蓮花，又一日行萬里，又入湖穿山，又坐過

的石頭留下身影，又修拙火身體燒紅，又山林猛獸前來護佑，又鈴一

搖動三十里都聽到，又一油燈出金剛火五彩色蓮花，又聖山大力神前

來供養，又施展金剛力血光厲鬼精投降跪地，又某某幾兄弟、幾姐妹

妖魔被他降伏，又修法時天降甘露。我今天告訴你們這些種種奇談怪

論，全是騙人的鬼話，首先這些都是一、二個人編造的假話，毫無事

實公眾所見，不信的話，你可讓他再重展現一下他的本事，給大家公

鑒，他就會哭笑不得，或者把金剛丸拿在自己手中，讓他依法展金剛

道力，他當下會成為呆人，一無所能了。而此時只會說放在法台上顯

現可以嗎？讓我放在法台上吧！當然真實的道力就是真實不虛的，放

在弟子手中是正確的修顯，那重覆千百次也是真的，而一切神聖力或

神通現象皆為利益眾生，不是騙眾生財物等，而對神通的對治則是見

通不執通是為正修。我佛陀師父說：「鑑別師資是我們必須要小心的，

無論他是什麼傳承，千萬不要誤把假的認成真的，不要把我執之徒當

成聖人，不要把自稱聖者當成菩薩，把胡說亂編當成法理，世界上的



假聖者太多了，無論是什麼大聖的弟子都有可能是假的。比如有一個

仁波且是我的弟子，此人為了增加自己的聲望，騙矇他人，不顧犯戒

還對我說假話，亂編一通，甚至對眾宣布他是大菩薩，又說他的弟子

是蓮師大王臣×××，他還跟釋迦佛陀在一起修過行，並有開藏的世

界最大的鑽石為證。還說什麼釋迦佛的袈裟現就在他手中，他早已生

死自由，由於二千年前就開了頂，自己的神識從頭頂出來再回去，三

界任遊，上天敬仰，上帝禮拜。他雖然是我的弟子，其實是借用佛法

之名而行騙世欺人之實，花招百出，乃至躲開我有近兩年人影不見。

有西藏大德為他認證，雖然被真正的大德認證了，但是他同樣是邪惡

知見，弄虛作假行騙，外表是仁波且，實際上是壞人心腸、罪惡之徒，

利用我的說法錄音作為斂財之器，所以我才不為他認證。我已多次教

育他和類似此類另外的人，可是其中有些人照常不悔改，自私充盈全

身，我教育不了他，因果能教育他們，這類不利眾生之壞人會招來現

世惡報的，因為罪業必然上身，所以會短命成為血光惡鬼精，墮入無

間地獄中。無論尊者也好，仁波且法王也好，法師也好，無論你們身

披的是假殼還是真殼，你們應真修行利益眾生啊！不然這位你們的所

謂仁波且師兄就是你們的寫照，下一個就是你了，明白嗎？你們聽我

一句話，人生光陰太短了，就那麼幾十年，要修行解脫，不要自私世

俗威望弄虛作假，騙害眾生造諸惡業，要依《解脫大手印》修行吧！



至於修行好的仁波且、法師們，我就不讚揚你們了，原因是你們是真

修行，對名利已淺化，更不會自誇其功，奪榮炫耀。」這位仁波且整

個身體一天一天變成了畸形，非常可憐痛苦，短命慘死了，血光鬼靈

現，山獅猛獸如實出沒，多師擒拿未捕，佛陀師父彈指收攝俯首投地

教化歸宗。當然還有其他假修行的所謂大德聖者要自重啊！ 

  今天既然說到開頂的事也明告世上修行之人，你千萬不要相信插

上吉祥草這就是證聖的境界啦，真正證聖不是凡夫的事，首先看一下

那自吹開頂的人他真的開頂了嗎？有證據嗎？這可不是插上一支吉

祥草或用脫髮水脫掉一縷頭髮就證明開了頂的，你們要弄清楚，那吉

祥草硬如竹籤，哪一個人的頭皮都能隨處插上。哪怕吃下幾粒具生命

力能在弟子自己手中活躍的金剛丸，這頂也開不了的，那一定要服上

一口真正的佛降甘露作為法緣基礎，而且要灌金剛換體禪的境行之頂

才能打開大樂頂門，這非同小可，正如妙空法師體悟說：「驚天動地

啊！」真正開頂可不這麼簡單啊！學佛人要知道，但凡學佛成就或往

升者必須要開了頂才行，而且任何佛法只要修成就，就會開頂，但都

是中陰身成就的，如果頂都沒有開，神識又從什麼地方出沒肉體呢？

只能由六道轉輪處出走神識，其實不具《解脫大手印》灌頂境行的人

是不行的，就是破阿法開了頂，最多也只有一毫米寬，而且神識一當

出體後就回不去了，所以只能中陰往升淨土，亦稱為中陰身最好的救



度法。只要是受了《解脫大手印》勝義內密灌頂境行法，其功德力大

於常規佛法萬倍之多，神識出體後又能返回，十分自由，這功力之強

大，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語、如語、無妄語。比如能讓受灌者在一

個時辰之內證到虹身境界，但是修大圓滿需經十二年之久，乃達成就

者少之；又如金剛換體禪，也是只需一個時辰開大樂輪門之頂，用以

現代科學檢視證實頭頂開一指到二指寬的空口不等，乃至其洞深入腦

底，達透五輪，神識出入自由，這在常規佛法是沒有的功德道力。要

注意的是已經修《解脫大手印》的人，你除了只能加修護法之外，其

他任何佛法皆不可以混入修持；但是凡沒有領受到境行修持的人，可

以只修《解脫大手印》前行和正行，也可以不修「福壽財富成就法」

而加入你曾經修過的本尊正行，溶入在《解脫大手印》前行、正行中

修持。但切記不可以與你原有的前行混修，如果你認為法本太長，你

可只選《解脫大手印》前行、正行加入你原有的本尊心咒和形相觀修

就很圓滿了，只要是加入《解脫大手印》前行、正行、結行而修，就

這麼簡單的修持，其功德力也是比常規佛法的成就要大十幾倍的。比

如開頂成就解脫就是鐵證，我看到開初仁波且和妙空法師是真開了頂

的，而不是那虛名的所謂開頂插吉祥草，他們是跟我一樣受《解脫大

手印》金剛換體禪境行灌頂開的頂。在灌頂當時，頭頂肉與骨的表顯

則是完好無異樣變化，卻能開能關，在醫學的照片檢視上清清楚楚就



是開頂了，並且照到了靈識出體的剎那氣相體，確實證明肉與骨頭、

腦膜、腦髓都不見了一到二指寬，其中一位出現螺旋狀洞口，一條線

一直深入大腦中心，另一位則洞有雞蛋大小，直入腦底，他們二位才

是真金大聖德、大王臣啊！無論什麼人所講空洞的理論都是代表不了

實際成果的，所以千萬不要迷信那些說假話空洞理論派的假聖德。有

的人借用他的上師是名門正聖的旗號，稱自己是正宗法承人，但是要

清楚往往一位大德往升了以後，他門下的弟子們都會爭相爭奪繼承他

的法脈，就算你真正把他的法脈完全繼承了，你所修的那些佛法跟《解

脫大手印》比起來也是天地之差啊！比如有兩個小時成虹身的法嗎？

有一個時辰金剛換體禪開頂二指寬，神識出沒自如嗎？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我說天地之差。 

  另有的人物打著世界第一流聖者的旗號，弟子人山人海，威儀擺

駕，三呼無量，謹防這就是把你迷昏了的地方，殊不知此人正在宣說

錯謬的斷滅見佛法或理上空的未證佛法。當然他們並非全都是罪業錯

誤，也有宣說與人為善的地方，這一部分還是功德的，但是不完整的

佛法終歸是無法導人證聖果。比如一位著名的聖德實際上是凡夫人，

他對大家說，我今天就講我眼面前的這塊石頭，現在這塊石頭是空的，

是由於名相給它安立的名字叫做石頭，其實本來不存在有這石頭。今

天我們用它來蓋曼達盤，它叫金剛石；如果用它來鋪路，它叫墊足石；



用它來做房屋隔層，它叫牆壁石；這東西本身沒有存在的本質，都是

取的一個空洞名相而安立成石頭，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實有的石頭而是

空，因此沒有這塊大石頭的。你們聽了這樣的開示對嗎？正確嗎？這

完全是睜眼說瞎話，未證言證的邪惡見妄語，因為這塊石頭就在他的

面前蓋著曼達盤，一動不動，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沒有空，實實在在就

擺在那裡的嘛，這不是在真實物前說沒有實物嗎？而且這位法王繪製

在金剛石上的彩沙圖也無法空，因此穿不過石頭到下面曼達盤中建立

壇城，石頭就是把沙隔住，無論你怎樣大聲叫，空空空空空，都是假

話，因為石頭下面的盤就是建立不了圖城，這是夢中人在說夢話，夢

迷中的胡言亂語，是未證到真諦的講演，根本理論都沒有學通的錯謬

開示。因為這法王不知道他在說假話，只認為他把古人的、古德們的

有些法語取下來說了就叫講經說法了，殊不知沒有學通，一知半解，

是站在凡夫的夢境中說夢中的事，他照常處在夢中沒有脫離夢，所以

這空對他而言是假空實有，因此呢才無法空穿石頭，無道量隔石建立

壇城，修不了聖壇城，只會說我的足曾經印進了石頭裡面，為什麼今

天在正規的石壇上沒有這道量了呢？而對真聖者，如睡醒的人那才是

真空幻有，空掉了睡夢，原因在於聖德脫離了夢境，不在夢中了，這

是脫離禪控後證到空性的道量，脫離禪控的證空之人才是真正證到空

相妙有的，所以才能在石頭上彩沙繪壇，空寂石頭，石面上的沙繪壇



城圖在下面的曼達盤中顯出，建立真實不虛的聖壇城。石頭對大聖德

而言是真空，對假聖德而言是實有，聖德所見有者那是幻有，正如裝

水的杯子這法王說它是空的，他真能證明它空嗎？反過來具量的聖者

說它空，那杯中的水會穿壁而出，這才是真正有資格談空諦的聖人，

才是真正見到的空性，證明出是空的真相，這才沒有妄語假話，所以

空有理上的空，有諦上的空。學佛要證實踐，虛華外表、著名傳承法

脈流派、顯赫法王高僧地位有真聖也有假聖，但是確定代表不了他就

是持有解脫道量大法的。有一位全世界著名的法王就是鐵證如山的實

例，他確實是一位真正大聖菩薩的弟子，雖然如此，但他修行差聲望

卻高，世界第一流的法王也是他的弟子，只是他的道場寺廟區域內即

駐紮有十萬多弟子，散布於外則有上千萬人聞修學持他的傳法，結果

如何呢？不但不能化顯虹光世界，而且自己的頂也開不了，他教的弟

子們不得成就，而且這位大法王死於癌症，臨終時慘不忍睹，自吹教

人的虹光身成了黑皮亂體。所以擇決道量、觀察菩提心行，兩者不可

缺一，這才是我們選師的標準，而我們的成就目的不是撿虛假無實之

圖，是要享受實實在在的道量聖境。 

  佛菩薩享受的是什麼呢？也就是實實在在的道量，我們修行人享

受的解脫之果是什麼呢？很多人都說我們修行人享受的是脫離輪迴

常樂永駐，無住息止全資涅槃。不錯，這是一句很概括的話，其實啊，



我們修行成為佛菩薩享受的是永恆常樂無礙的遊戲神通。什麼叫遊戲？

遊戲即是圓滿無礙的表顯。什麼叫神通？神通即是非世間萬有的任何

本能所能超越的能量境界，這是學佛修行的目的嗎？當然不是！是學

佛修行的用，修行是修宿命、神足等六通嗎？不是，是向佛學而修正

自我的不良不正行為，不是學外道神祇學。行者應該明白，為什麼要

享受神通無礙妙用，而又不修神通為目的，是否這太沒有道理了吧！

你們想一想，如果成聖不能具有神通妙用，無礙境界，聖人就與凡人

沒有兩樣了，學佛來幹什麼呢？你說對嗎？如阿彌陀佛若沒有廣大神

通，又怎麼能從極樂世界到此世界接引行人往升呢？對嗎？諸如若有

眾生於難中求助於他方世界，他在另外一個世界喊你，你如果不施神

通，你何以前往救助他呢？對嗎？十方佛陀菩薩們皆如是而護念眾生，

慈悲救渡三界的一切有情，祂們都施以各種法無畏等等，所以聖證量

是以無礙神通占其一席的，絕不可少的。但是以出顯神通為目的，那

就是外道，落入凡夫的位立了，因此真正的修行目的是為了了生脫死，

證得徹底無染不生不滅的涅槃之果，這才是脫離輪迴的束縛，證得無

所不能，永恆地自由極樂，這才是真正學佛的目的。故知學佛是為了

修利他行解脫法，不是修我執心神通境。什麼是解脫法？空性真如離

幻菩提就是解脫法，一切神通皆為幻化所顯，行人用之，著幻住凡，

聖人施之，妙有菩提，這是兩大不同的差別。故所以勝義內密灌頂法



義軌程中之聖境展現，如勝義內密灌頂儀式法規之聖相表法，即是為

應證表師資格度真實性，簡單地說就是看這個上師是不是真格的還是

假的，是真格的又屬哪一級位，同時要讓弟子當下就明白自己到底得

灌沒有，由此法規呢，出自妙有菩提的心行，在法規中正宗應證師資

表法只有六種，第一種是佛和等妙覺之師必須請佛來虛空，當眾降下

甘露，而不是自己個人降甘露給自己看。其次是等妙覺菩薩和摩訶薩

的道力有三類：即是第二種隔石建立曼茶羅，和第三種瓶測預言，及

第四種下菩提金剛種子灌頂。十地以下菩薩是第五種菩提聖水穿缽，

和第六種弟子掌中金剛舞。除此以上六類法境應證師資屬正規，其他

任何現象都不是應證師資的道力。另外加以說明的是：但掌中金剛舞

之金剛丸又分三大測決證量，如初醒顫動金剛力、明證大動金剛力、

任運無礙金剛力，分別為三個不同等覺果位，除以上之外，其他任何

神奇現象都沒有資格代表師資級位應證，最多歸於加持類或法會殊勝

祥瑞類，或壇城本尊護法應境類，或功夫量顯類，如已開頂的金剛換

體禪、如佛臨壇城、如勝義取水、如護法鎖虛空、如拙火定、如內壇

響鈴、如黑業除障、如降四大等妖魔、血光厲鬼精等、如禪坐入定、

如神通各類顯現等，都不屬於師資考核應證道量之法，而且有的神奇

現象，乃至屬於怪力亂神魔術邪法，不可沾染。我的一位仁波且弟子

曾經問我：「為什麼要法定六法應證師資級別等位而不用其他道力表



法？」我說：「世上千奇百怪無所不有，誰有本事能請佛陀來虛空當

眾降甘露讓大家親自看到？誰有本事讓大家共同參與當著眾人隔石

頭建立壇城？誰有本事把弟子自帶的水具，施道力穿出聖水？除了佛

菩薩，假的都不行，邪的都不行，任何歪門邪教、騙子假師都做不到，

如果誰有以上證量師資表法，我祿東贊當眾跪拜在他座下，俯首稱師，

只有佛了解一切，所以定六法，予以治惡。除此六法，任何道力現象

均無資格證明師資級別，無法冒稱此師即是什麼大聖轉世。」（這只

是針對勝義內密灌頂，不包括依教奉行的顯密灌頂師資）。何為妙有

菩提心行？心即是空性真如之心，行即是解脫菩提之行，解脫菩提之

行，最精妙捷徑之道，便是《解脫大手印》。該無上大法共分為前行、

正行、結行、境行、覺行五大部分，其中包括隔石建壇灌頂、頓開五

明成就法、菩提金剛種子灌頂、勝義浴佛法、瓶中測決預緣法等，非

時之死回生法、金剛換體禪、佛降甘露長壽法和現量大圓滿等頂聖大

法，是為《解脫大手印》無上密密部之成就法。《解脫大手印》佛法

不屬於密宗也不是顯宗淨土宗，而是獨立無分別各大宗派完美統攝佛

教整體的法門，又是任何一宗都包括，任何一宗都可修《解脫大手印》

中的前行、正行、結行、境行、覺行、四大心髓法的根本上師海心髓、

暇滿殊勝海心髓、最勝菩提空行海心髓、境行正覺海心髓，都是眾生

解脫成佛菩薩之無上大法。至於眾生在《解脫大手印》灌頂境行的因



緣上什麼時候成熟，什麼善根可得到，就看各自的誠心和緣起了。《解

脫大手印》有兩類修法，一者是「登地大菩薩成就法」，第二是「福

壽財富成就法」，當然最高、最好、最快捷成就的法還是「登地大菩

薩成就法」。有人會想「我要的是如某某祖師、某某尊者那樣的密宗

的即身成佛法」，你知道你犯了愚癡嗎？你真以為除了釋迦牟尼佛之

外，還另有其他祖師大德修成了佛的嗎？就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是報

身佛多杰羌佛降世而來的，我明確地告訴你，在這世界的人修成即身

成佛的，除了釋迦牟尼佛一聖，其他稱成佛者都是騙人的假話，沒有

的事，書上寫的是誇造虛吹不實之事，彌勒菩薩比那些祖師道量高多

了，比你高千萬倍，現在還沒有成佛呢，難道你說的那些祖師比彌勒

菩薩還功德宏深嗎？ 

  在未讓諸位深入佛陀師父傳講《解脫大手印》之前，我們必須先

弄懂三個不同的觀修概念，否則會落入錯誤知見中，不得受用的。在

古德中也有這樣把遷意修理解為禪修的，這已落入錯誤知見，理念錯

謬，開示時錯把前行入於禪修作觀，由此讓行人誤把前行的修持理解

為禪觀，這樣就容易誤導落入斷滅見的邊道。大家注意一切修持佛法

均得起動意念，起動意念者有三種不同類別，一遷意，二禪修，三定

修。什麼叫遷意修？禪修？定修？這對於《解脫大手印》的前行、正

行、境行、結行都是非常重要必須涉獵的，如果把事理混淆顛倒了，



無論你怎麼修，都是沒有受用的。遷意修是事理遷轉意識，意隨其事

理相依助緣，思觀判斷鑑別體會，深入自我與眾生及佛菩薩之間的實

際關係情境，隨句意審觀思為遷意修；禪修則不同，而是意識不離本

題，不結外緣，一切緣起不染，意識鎖絆本義事理，入句意不散亂，

不捨不執，一切意識入於本題得觀而修；定修則是意識起禪得觀後，

由觀得止，定一意當體放下，於意無分別，無妄思，無我無人，無釋

詞名相，如如而不執，安住無修之修。 

  下面即是第三世多杰羌佛親傳的《解脫大手印》前行、正行、結

行的儀軌。總而言之一句，《解脫大手印》是無上正法，它能讓所有

的佛教修行人皆能即生大解脫大成就的唯一至高最快捷無上頂聖的

法寶。凡修《解脫大手印》的行人，一定要深悉《解脫大手印》的底

蘊，其本尊為諸佛之頂首至尊，故切記不可受了《解脫大手印》灌頂

又摻和其他任何佛法混合修持，更不可聽聞他人邪見開示之違背《解

脫大手印》教法的說理污染善根，否則你將失掉一切悉地加持力，不

得受用。要非常清楚明白，原始報身佛多杰羌佛是諸佛之尊，若以多

杰羌佛為本尊與你合為一體，故多杰羌佛之三密與你之三業已一體無

分，由是你即是自生佛慢之多杰羌佛，於此而又拿另外本尊駕於頭頂

之上，這是玷辱法界佛祖罪。除非是第三世多杰羌佛親自傳承你修學

另外本尊法，或你的上師為你授灌頂，其本尊為三世多杰羌佛，所以



必須慎之。但必須聽聞或恭看第三世多杰羌開示的法音、法帶，要恭

敬依教弘揚第三世多杰羌教法的上師們，努力協助他們做利益眾生的

一切善事業。如果該師造惡業違背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教法，違背釋迦

佛陀教戒的三聚淨戒和釋迦佛所說正規的經藏，你必須馬上離開此師；

若不離開繼續助長罪業，落入邪惡、錯誤知見，你將永遠無法得到空

頂禪開頂成就解脫，也無法得到現量大圓滿等頂聖佛法，而且弟子與

師同等罪業不得證聖，必墮地獄。但是又要明瞭的是修學《解脫大手

印》的行人，要知自己身心業重，要以謙卑之心對人，凡入廟當以其

佛教禮節，對一切佛菩薩及護法等及其經藏行以恭敬之禮，以作慚愧

自修之心行。《解脫大手印》的整個全文儀軌，都是我的至高佛陀師

父親自所說，我雖然修證現量大圓滿進入虹身世界，今改修獲證金剛

換體禪成功，由此已被佛陀師父加授為 H.H.級的法王稱號，但畢竟

年歲太大，證量實在有限，為大家做不了什麼，我同樣知道我是慚愧

的一員，沒有資格代佛傳《解脫大手印》法。所以大家修的《解脫大

手印》中的法，你們是按照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本尊傳承的法本，依佛

陀師父傳法入修的，我在你們面前只是一個普通的行人，無非以真誠

的心，將修學《解脫大手印》必須要明瞭且注意的關鍵造成文理告知

有緣善士行者們而已。我深知自己慚愧無功，故亦學師父第三世多杰

羌佛不收任何供養，只為善男信女謙卑服務。 



  特別注意：將要入修的《解脫大手印》對一切行人受灌頂者、未

受灌頂者均可恭敬讀誦、修持，其功德力無量之大，超越一切經藏法

修，有罪無罪依法行持，決定成就解脫有餘，大家作好準備，以最真

誠純淨的身口意三業，進入《解脫大手印》修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