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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確保佛教徒成就的真正的無敵金剛法 

 

（莫知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提問：First of all, I, Disciple Mozhi, prostrate to 

my Buddha Master, Namo Your Holiness Dorje Chang Buddha III! 

Today, I would like to beseech Buddha Master to impart a Dharma. I know that 
in the course of imparting Dharmas Buddha Master often revealed unfavorable 
opinions toward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 However, in my poor knowledge, there 
are many Dharmas within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 According to my understanding, 
the Vajra Dharmas in the Tantric Division are the highest Dharmas. The ten major Vajra 
Dharmas are the core and key constituents commanding the entirety of Buddha 
Dharma for attaining accomplishment.Therefore, I beseech my Buddha Master to 
impart the Dharma that tells us Buddhist disciples: What should we do to be able to 
learn the best and highest Vajra Dharmas, in order to ensure attaining accomplishment 
in this current lifetime? Additionally, do these Vajra Dharmas all have rituals and detail 

procedures or steps of practicing? How should we practice these Dharmas?） 

（莫知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提問的中文翻譯：首先弟子莫知頂禮南無

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師父！弟子今天在這裡想求佛陀師父說法。我知道佛陀

師父經常在說法的時候都流露出對西藏密宗有不好的看法，但是在我的貧乏

的知識裡面，藏密裡面有很多的法，而且根據我的理解，密續部裡的金剛法

是最高的，十大金剛法，是統率整個佛法取得成就的核心和綱領。所以，弟

子求佛陀師父說法，告訴我們佛弟子，我們應該怎麼樣才能學到最好、最上

層的金剛法，以確保這一生即身成就？另外，那麼這些金剛法是否都有儀軌、

具體的修法，我們要怎麼樣修這些法？）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答莫知尊者請益而說法：莫知，你今天提到

的這個問題，非常地好！我一直就想把這個問題給大家說一下，但是，沒有



pg. 2 
 

這個因緣。不錯，我確實對密宗的印象非常的不好，為啥子不好呢？不是說

密宗在古代，古代的密宗沒有話說，那確確實實有很多法是非常上乘、非常

好的，成就過非常多的人。可是，一代一代地演變下來，現在已經大量地變

質了，而很多佛法已經面目全非了，並且出現了極多、非常之多的這個假活

佛、假仁波且，甚至於什麼讀過一本經書、或者甚至於聽過幾個咒語，乃至

於是普通的牧民或者是普通的其他的人，其中也有些不法之人，冒充這個活

佛，弄得來傳到漢地、傳到世界各地，唉呀，一言難盡啊。就是簡而言之說，

根本就不是什麼佛教佛法，尤其是這個西方的人、歐洲的人、漢地的人，他

們聽不懂西藏的藏文，隨便說個什麼，就把他們騙倒了。當然，我說的這些

是那些不法之徒，冒充假活佛，擾亂了整個佛法。這個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其實，近幾十年、上百年、百年以前的法已經都是很不純正了，所以說我對

這個密宗啊，我非常不好的看法。當然，我說到這些，你也許認為我是不是

對密法不太了解、不太清楚？我今天告訴你，我對密法、密乘，我不只是了

解的問題，而且是非常徹徹底底地知道它整個的結構，無論你說哪一部、四

瑜伽裡的哪一部，包括我最反感的密續裡面的某些法，所謂的密續裡面的某

些法，是什麼法呢？動輒就說什麼双身法、修双身、男女雙身，簡直是亂七

八糟！什麼法啊？你們仔細看，那些修雙身的人，哪一個成就、哪一個解脫

了的？佛法就是要學釋迦牟尼佛的嚴淨戒體、清淨戒體，什麼男女雙身？有

的，確實有那些金剛啊、那些像當中有雙身的像，那只是作為一種觀想，而

不是說要跑起去什麼男男女女的來搞什麼佛法，那叫什麼法啊？我今天說句

難聽的，那些所謂修雙身的人，你看哪個人修成了金剛體啊？修成了佛陀境？

修成了菩薩境的？身體虛弱，差得一塌糊塗，這就是事實，這就是不折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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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徹底底地把佛法表現出來的殘敗現象。因此，我對密宗的看法不好！那麼

顯宗呢？顯宗不消說，不管怎麼說，它還有很多好的地方。那說“不是顯宗是，

理論嗎？”是的，理論部分，但它有實踐的修持，重在於我們要修行啊！如果

修不好行，什麼都談不上，因為釋迦牟尼佛說法，是說的“因果”二字，是講到

整個人生宇宙的這個真諦、這個真理，這種自然的現象就是因果的現象，就

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現象，如果不從修行入手，無論你學什麼法，都是

白學的，而修行不是說虛假、說幾句空話就叫修行，不是說我們把修行的書

看了幾遍了，“我看了三遍了”、“我看了十八遍了”，我告訴你，你當不得人家

一遍都沒有看的人還善良，修行是看懂了、學懂了修行之法以後，要實踐地

去做，那才叫修行，不是空說就叫修行。你身、口、意三業不符合修行的戒

體，那你就是一個非修行者，你就是一個在佛教徒裡面稱為違經叛教很糟糕

的人。 

那既然你說到佛法，剛才你提到這個十大金剛裡面重要的，我今天告訴

你什麼法裡面的精髓，其實，法，五大部，佛部有很多高級的法，比有些金

剛法還好；佛母部有些高級法也比金剛法還好；還有護法部這些法都是非常

好；那菩薩部的法也好。關鍵你相不相應？學到的是不是真正的法？而不是

只有金剛法！不錯，金剛法確實被列為整個藏密密續部裡面最高的法，師父

不是不知道，我剛才已經說了，我知道。比如說你說的十部金剛，並不是你

所說的那十部金剛，只是這個金剛啊，裡面就多得不得了，還有明王，明王

有很多是納入金剛部裡面去的，另外，還有金剛手，所以說就是這麼多得不

得了。但是我今天，明王我不說，金剛手我不說，我們就只說有哪些金剛，

而且這些金剛祂們之間都有一個完整的儀軌，儀軌是什麼東西啊？就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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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修的法。前行，也就是加行，從加行開始。前行修了，然後就修正行，正

行裡面修了，就修結行，至少是這三行完備，那就是一個儀軌。所謂前行，

就是修我們的行持，修我們的菩提之心、修我們的四無量之心、修我們的從

善之心、修我們的戒境戒持之境，那麼它有具體的觀想、具體的修法。那正

行呢？正行就是一個金剛法，裡面就有金剛法的一個壇城，這個壇城叫啥東

西呢？說起來很複雜了，就說首先我們修持者必須懂得到它的觀想的整個壇

城的佈局、形式，比如說壇城的門、壇城的閣簷、壇城的圍牆、壇城的宮角、

壇城宮角上的吊掛、壇城左、壇城右、壇城之間有哪些眷屬、眷屬持的法器、

法器怎麼擺佈，它的方向，南方、北方、東方、西方，它的整個中央是咋個

設置的？它有些什麼明王在裡面護持啊？比如說獨雄能怖金剛，祂就有十大

明王，那這十大明王是咋個站的？每個起的作用是什麼啊？那我們怎麼樣去

印契？怎麼樣去觀修？怎麼樣去修祂的這個本尊心咒以及祂的這個事業咒、

成就事業咒？還有大咒、小咒？而每一個咒的手印怎麼換套、怎麼樣把它壤

接在一起？他這個觀修啊一步都不能脫離。當然，這裡面他是非常複雜的，

我並不是在教你們，我只是在告訴你們，而又把自身怎麼樣化現、種子字怎

麼樣勾召、怎麼樣結合、怎麼樣進入自己的自身、自身怎麼樣灌頂？自灌頂

怎麼樣灌？自除障怎麼樣除？自觀心在內壇城又怎麼樣產生？內生的境界是

什麼？三脈五輪的境界是什麼？外生的境界又是什麼？所以說啊，這個是正

行的一系列的觀修，直接包括乃至於到如何如何定、定在什麼地方？好，最

後修完，稱為結行，怎麼樣奉送本尊？怎麼樣迴向？怎麼樣轉化給眾生？如

何如何發大願？等等一系列。有的金剛法要修好幾個小時，比如說時輪金剛，

你修得快，如果是完整儀軌，要修十個小時。當然，有的金剛法呢，只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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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多小時，有的半個小時也修得完，但是就看這部金剛法是什麼法，他

的時間的長短，如果你加上入定的時間就不算數了，假如說定入金剛壇城境

中以後，那個時間就拖長了。是，是有這麼一個說法、有這麼一個定義，說

某某金剛法修多少座就可以了生脫死、修多少座可以稱為幾地菩薩、修多少

座又可以成為大覺者，一系列的，有這樣的規定，可是金剛法雖然有那麼多，

這裡面非常的複雜，而不是說十部金剛就概括了。我剛才說了，我不包括明

王、不包括金剛手，我只說有正規名字的，有這種金剛名字是正規的，我今

天告訴你們，祂們並且裡面要分多少尊，比如說一個金剛幾個頭、幾個臂、

幾個腳，比如說三個頭的、是八臂的，那叫做三尊，比如說五個頭的，那祂

叫五尊。你說祂咋有幾個頭呢？金剛嘛，祂神力化現嘛。至於具體的，當然，

每個佛陀、菩薩祂們在化現金剛的時間，當然我指的菩薩是等妙覺菩薩了，

那祂們有祂們的這個印契鉤玄，就是說相當於一種信號，它是一個點子一個

碼，一個也不能錯。所以說，這個金剛法的這個儀軌啊，非常的複雜。但是

我告訴你們，我不主張去修這些金剛法，尤其是什麼雙身法，我是極其反感

的，那不能成就、不能解脫的，要想成就解脫，就得要實實在在修行，修《解

脫大手印》，那是最好的，勝過於一切。至於要配合修某種法，它以《解脫大

手印》為加行、為前行的話，那你進步是飛躍性的。 

好了，我說了很多，但是我現在還是把話題說回來，我們就說說有哪些

金剛法，祂們都是具備有完整的儀軌修法的，師父就給你們說一說啊。這些

金剛呢，我就直接說了，儀軌我就不去講了，因為講十年都講不完，所以我

今天就只報這些、只告訴你們這些金剛法的名字，我把祂名字說慢一點，以

免你們聽不懂、聽來混起了。比如：馬頭金剛、大力金剛、杰比金剛、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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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金剛、伏魔金剛、時輪金剛，另外，還有一個金剛叫十輪金剛，這個十輪

金剛容易與時輪金剛相混，其實十輪金剛是另外一種金剛，祂是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的十，叫十輪金剛。蓋天金剛、穢跡憤怒金剛、藍色不動金剛，

另外，還有的金剛法早已流傳在世界各個地方了，如黃隨求金剛、赤身火金

剛、劈毒金剛等等，我就不去提了。既然你是一個仁波且，就想要聽到的是

西密的佛法、藏傳法的金剛儀軌，我今天就概略性的給你講一點藏密裡面的

擁有金剛有哪些？怎麼選擇、怎麼去修？比如以上說到了一些，另外還有更

多的金剛，不是說只是十部，這些法不能包括明王，也不包括金剛手，只是

正規名字的金剛就非常多了，比如，我認為最厲害的，也是真正藏密裡頭列

為最厲害的金剛，無上安樂白金剛、等覺卡布金剛、白色摧破金剛、碧色摧

破金剛、綠色摧破金剛、除魔憤怒金剛、黑色大鵬金翅鳥金剛，同時還有其

他的大德、聖德們傳授的於不同的金剛，比如說教誡師所傳的金翅鳥金剛、

密傳的時輪彩色金翅鳥金剛、勝樂金翅鳥金剛、煙色穢跡金剛、綠色穢跡金

剛，還有杖母三姐妹自持金剛、白色馬頭金剛、紅色不動金剛、無能勝的憤

怒金剛、四嘛汝哉圍繞之紅色閻羅王金剛、藍色閻羅王金剛、普巴金剛、大

威德金剛單尊、勝樂金剛、血色閻羅王金剛、外修娘舅伏魔金剛、內修娘舅

伏魔金剛、密修娘舅伏魔金剛、不動金剛十三尊、黃色金翅鳥金剛、摩尼金

剛坐主，摩尼金剛坐主這裡面有一個叫做摩尼金剛坐主尊眷屬十三尊，還有

摩尼三昧耶金剛三尊、摩尼王金剛單尊、密集文殊金剛、雙身密集金剛、大

幻金剛、雙身勝樂金剛、披甲金剛、披甲黑色勝樂金剛，還有乍續裡面所說

的意藏喜金剛的十七尊、薩母哺乍續所說的持幟胎藏喜金剛十七尊、紅色不空

索羅馬頭金剛（亦名不空羂索馬頭金剛）、黃色不空索羅金剛（亦名不空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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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披甲簪芝嘎金剛、白色勝樂金剛、長壽白色勝樂金剛、雙身喜金剛、

雙身時輪金剛、大威德金剛十三尊、大威德金剛三十二尊、元聖德金剛勇識

六十一尊。另外，品續所說的瓷爐胎藏喜金剛九尊，二品續所說的身藏喜金

剛九尊，二品續裡面又說了的意藏喜金剛九尊、語藏喜金剛九尊，杖母乍續

所說的身藏喜金剛十七尊、薩母哺乍續所說的語藏喜金剛十七尊，時輪續所說

時輪金剛身語意悉圓六百三十四尊，這是非常多的尊頭了。妙喜吉祥六面閻

羅敵二十一尊、妙吉祥紅色閻羅敵十三尊、金剛怖畏九尊、怖畏十八尊、水

牛頭怖畏九尊，阿密達續所說的勝樂轉輪黑嚕嘎金剛、白勝樂金剛單尊、白

勝樂金剛單身二十九尊、藍色雙身勝樂金剛五尊。另外，多啦，各個宗師祂

們似乎都有獨自的說法，也就是說，把有些法有改變的，比如說帝洛巴棕白

色贖死勝樂九尊、金剛棕藍色勝樂八尊、屍陀林金剛、獅子無畏金剛、單一

紅色閻羅金剛、雙身諍論金剛，還有阿底峽所傳的獨雄雙身馬頭金剛、馬頭

金翅鳥金剛、四空行圍繞之馬頭金剛、羯磨金剛、四腳不動金剛、八猴不動

金剛，迦濕彌羅班欽所傳的金剛是馬頭金剛，吉剛斯所傳的馬頭金剛，祂們

之間都有所不同的。 

另外，還有其它派所傳的，還有薩迦什麼所傳的，我都不一一去說了，

比如噶當派所傳的藍色不動金剛、白色不動金剛、四臂不動金剛、觀音化身

的祖嚕登金剛，多了，只是金剛法，相當相當地多，我今天只是概略給你們

說一說，哪裡是十部金剛是最王牌、最了不得？其實，真正了不得的，那是

要把《解脫大手印》修了，印契之法，能取得大成就，那才叫了不得，能爭

取得到最高最高的上層灌頂所修的法，那才是最了不得的。所以呢，這個法

裡面，非常之多。金剛，你說師父給我們說了這麼多，還有嗎？還多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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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一去說了，什麼妙行師所傳的，等等等等，多多多多多，一下說不完。

正因為這個古德們祂們在傳法之中，有時間各自一派，他們有些儀軌有所變

動，越變越糟糕，越變越糟糕，變到現在，很多法已經面目全非了，不是我

們想像的了，所以說我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之中，我們不要專門去迷信哪一

種法。金剛法好，不錯，但是，菩薩法也不低於金剛法。菩薩法好，那佛陀

法難道不好嗎？佛陀本尊的法相當地好，關鍵是要看這部法變質得多還是少，

是不是沒有變質？純不純正？這才重要。雖然說了很多金剛法，另外還有護

法部的法，我都沒有給你們說，也是相當好的。可是，不是說都好，大部分

都已經變質，極少極少極少部分的還是純正的，可是你怎麼樣把祂分辨出來

呢？ 

（莫知尊者再度合掌恭敬白羌佛提問：Thank you, Buddha Master. Namo 

Your Holiness Dorje Chang Buddha III! After hearing the impartations from my 
Buddha Master, off the many Vajra Dharmas in various sects of Esoteric Buddhism, we 
are truly astounded and are like being brought to a new world. Then, how can we 
accurately distinguish and correctly select with a one-hundred-percent certainty among 
all those Vajra Dharmas, in order to truly achieve great accomplishment and liberation? 
Also, how do we know the right or wrong of our own Dharma practice? How do we 

know if we have made progress to develop accomplishment through our practice?） 

（莫知尊者再度合掌恭敬白羌佛提問的中文翻譯：感恩南無第三世多杰

羌佛佛陀師父！聽佛陀師父說了這麼多密宗各派的金剛法，真是讓我們吃驚，

我們被帶進了一個新的世界。那我們要怎麼才能精準地辨別、百分之百正確

地選擇到哪些金剛法，真正能讓人成就解脫呢？還有，我們又如何知道自己

修法的對或錯呢？我們又怎麼知道在我們修持的過程中，有沒有向成就的方

向前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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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接著應莫知尊者而說法：我說到了金剛法，

那麼這些金剛法，雖然你們聽到非常之多了，可是，這還沒有全面，因為還

有其祂的不同種性的等等金剛，我就不一一去說了。這裡面除了藏密的、漢

地的等等等等，當然，還是我說到的，金剛法雖然是佛法裡面五大部中是最

強硬，是最厲害、強逼性成就的一部法，可是祂的這個成就啊，就不是你們

想像的了，雖然這麼多金剛法，其實只有那麼幾部是真正能讓人及時今生能

解脫成就的。簡單地說，就是說其它很多法都不是真鋼的，或者是不完整的，

或者是篡改過的，總而言之一句，不是一種完美的金剛法了，因此它可以說

是不能確保成就，也可以說根本不是純正的金剛法，說嚴重了，那就是假的！

這些法，怎麼樣來分辨它是假是真呢？我們既然要學，當然就要學真正的金

剛法、真正的法，指真正的法，並不是說只針對金剛法這麼一部，無論是佛

部、佛母部、金剛部、菩薩部、護法部，這麼五大部法中，都各自有非常多

的法，比如佛母部的法，佛母部的佛母，比金剛們還要多得多，但也是真假

混雜的，而且是真的非常之少，假的、摻混的極其的多，我們要學，就要學

絕對純正的，因此呢，在這個法裡面啊，就有專門的擇決。擇決你們聽多了，

聽過很多很多擇決了，其實，要擇決這個法的真假，要擇決這個修行者、學

法者，他學的法是全面進步了、走向佛土了、走向解脫了？還是退步了、或

者是退到進入三惡道的種子了？那這就必須要擇決的。這個擇決有非常多的

種類，其實真正最厲害的、一針見血又直截了當的擇決，再重複一下，當然

我指的擇決，是擇決這個法的真還是假，是擇決這個修行者的損減還是進益，

簡而言之就是說，到底是進步、成就，還是落後或者是掉墮，因此，這個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要搞清楚。 



pg. 10 
 

那麼這個擇決法是什麼法呢？這個最直截了當這部法到底祂叫什麼名字

呢？祂叫做菩提道損減增益法。這菩提道損減增益法，可不是你們認為的《菩

提道次第論》呵，並不是宗喀巴大師說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略論呵，祂是菩

提道損減增益的一部擇決法。為什麼是損減增益呢？損減，就是說明你沒有

進步，或者倒退，這個意味著肯定要墮落的。那麼增益呢，就說明你已經在

前進了，在修持上已經增長了道行了，就是我們有些人說的“道行很深啊”、“道

行很強啊”。就有這麼一部法，叫菩提道損減增益擇決法。 

那這個法，很多人說“我沒有聽說過”。我告訴你，你沒有聽說過的多了，

就上面我所答覆莫知仁波且弟子的道理是一樣的，哪裡才十部金剛法？金剛

法可多了，你沒有聽過的太多了。我也說了，這些金剛法，我所談到的，其

實在整個佛教，在整個佛教裡，很多都公開了，但是真正裡面精髓內道、正

宗無瑕純正的金剛法，只有那麼幾部，而這幾部，有人說“時輪金剛”，有人說

“馬頭金剛”、“上樂金剛”，我告訴你：不是這個概念！你們已經聽了，一部金

剛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法，到底是哪一部？這一部金剛中的哪一部祂才是

真的？才是純正的？所以這個，要準確、要百分之百地這部法是純正無

瑕、學到祂就能解脫成就的正法的話，那就要經過擇決，而不是憑哪一

個地位高、人物大、一個大法王、大活佛、一派大宗師、或者是一個大

法師所說“呵，這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了，說“這是假的”，那就是假的了，

說“不正”那就不正了，說“正”就絕對的正了。這是不可以的，決不能以此

為準，而必須要經過聖擇決，擇決最好的就是菩提道損減增益法。一是

百分之百的精準無誤，二是可以得到菩提丸的強大增益。那這個法，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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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了，有人說“我沒有聽過”，我還是那句話：“你沒有聽過的，太多了，也

許你下輩子都聽不到。”原因是咋的？因為這一部法除了擇決佛法的正確與否，

還要擇決一個弟子是進益、前進了，甚至於擇決這一位傳法師是正法還是邪

法，因此，凡是作金剛上師的人，尤其是冒牌貨，他們是絕不敢提到這個法

的名字，啥原因呢？首先也是兩條：一是他們聽都沒有聽說過，二是他們聽

說了這個法的名字，是怕這個法的名字，所以不敢提。聽到過這個法，他也

顧之不及而拋棄之，趕快把這個法的名字隱而不露，生害怕佛教徒、佛弟子

們就知道有這個法了，因為這個法啊，其實就是一個試金石，非常厲害的試

金石，不是純金不敢使用，只有純金者，為了驗證純正的人，他才敢使用這

一部菩提道損減增益法。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不是你沒有聽說過，就連一

些大法王、大活佛、一派大宗師、大法師，他們還有很多都沒有聽過呢！啥

子原因？失傳了，早就失傳了！正如隆務寺的卡索仁波且所說的是一個道理，

卡索仁波且他在整理整個西藏的密法，結果清點整理了以後，發現只剩了百

分之二三十，有百分之六七十都已經無影無踪了，都早都不在了，影子都沒

有了，而且是還原不了的了。正因為是這個道理，所以說，大家好像很多人

都聽過：“密宗了不起，化虹身，尤其是噶陀寺，曾經化過十萬多人。”你們想

一想，現在化了哪個的？一個都化不了，連現在的寺主、大法王，這一兩代

來，沒有看到哪個化了虹身的。啥子原因？非常簡單，就是佛法失傳了！沒

有了！那麼既然說失傳了、沒有了，有人就很奇怪地就要想了：你為什麼知

道呢？你為什麼知道有這個法呢？我倒要讓你們反思一下：你覺得奇怪嗎？

我雖然是一個慚愧行者，但我畢竟是很多大法王公認出來的，我的名字畢竟

是第三世多杰羌佛！ 



pg. 12 
 

菩提道損減增益法為什麼一針見血、直截了當呢？其實祂很簡單，就是

用十顆菩提丸，當然，這個菩提丸是佛降甘露加上修法而製作成的菩提丸，

說難聽一點，這是一種聖物、聖食物，而不是凡食物，那這種聖食物，首先

得來者就不易，菩提丸哪裡有那麼多？所以說，哪個願意去說這個菩提道損

減增益法呢？你這個人虔誠度夠嗎？你這個人符合一個純正的佛教徒嗎？

是不是真正的身口意都相應於諸佛菩薩的呢？或者還有那麼一點點疑心

疑障呢？如果你還有疑心疑障，你休想得到這個菩提丸，而沒有這個菩

提丸，你就沒有辦法修這個法來擇決你，所以說，首先弟子要拿十個菩提

丸，這是弟子要去拿十個菩提丸，拿到菩提丸以後，自己把它呈供在法台，

呈供在法台後，法師或者是仁波且，當然，我指的是真正的仁波且啊，或者

是這個主法的巨聖德，他要修法。記住有一條，巨聖德也好，法師們也好，

是不能接近這個菩提丸的，那是弟子把這個菩提丸拿十顆，自己供在法台上，

而經法師、經主法巨聖師修完法後，那麼弟子自己把這個菩提丸再拿來點數。

當然，我說是十顆，在這過程之中，主法的巨聖德和所有的法師們，都不

能接近這個菩提丸。簡單地說，是弟子自數、自供、自看，而主法師和

法師都在遠遠，甚至於在殿外對天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唯獨的是，

要擇證這個法的這一位，他才有權利點數、自供、自看這個菩提丸。比

如說，弟子他有一部法要擇決，那麼同意他了，為他擇決這部法，那就他拿

十顆菩提丸，他自己供上去，他自己拿來看，如果是增了一顆，那就成功了，

就說明是增益，已經增益了，但是這個增益是非常微薄的，是微微偏向好，

並不是絕對的好。如果是十顆變成十二顆了，那就好了，這就絕對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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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叫。如果相反的，十顆變成了九顆了，那這就有損減趨向，也不是很嚴

重的損減，是微微有損減，就是微微有偏向下墮的味道，但是不重要。看是

少到了八顆了，這個時候就糟糕了，那就絕對的損減了。損減的多少、墮向

三惡道哪一道？這裡面又要分不同的顆粒，所以他總共有十個這個菩提丸。

最關鍵的為什麼說祂直截了當、一針見血，任何邪師騙子無法插手呢？

因為菩提丸是這位祈求的弟子去拿的，而供是弟子自己供的，法師、巨

聖德在遠處把法修完以後，也是弟子自己看的，都是弟子自己本人在做。

當然，我說這個本人，不是指一個人他要修所有的法，幫到大家擇，不是這

個概念，而是這個弟子在修這一部法，或者這個弟子直接要求擇他本人的

這個道力，他的菩提道量到底是前進、增益了，還是墮落、損減了？那

麼，這是針對這個當事人才能有權利去拿這十顆菩提丸來供上，拿十顆

菩提丸供上以後，然後一經遠處修法，他再看這個菩提丸，是多了還是

少了？多多少？少多少？這是清清楚楚，這也叫做“不過手菩提證道”，所

謂的叫做自證自見。因此，菩提道損減增益法是這個擇決裡頭最明顯的。 

那有人就想了：什麼樣的人才能經受這個呢？所以說啊，我要告訴你們，

那絕對是純正、虔誠的佛弟子，而且，絕對是修行非常紮實、具有功德

的佛弟子，普通人一般是遇不到這個法的。比如，拿我來說，我懂這些法、

一系列的法，可是，我對這個菩提道損減增益這麼一部法，我還不行，很是

慚愧，是一個空有虛名“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修行者。那你說，既然都不曉得，

為什麼還要講呢？我明確告訴你們：你們怎麼想，是你們的事了。我雖不曉

得，這是聖尊一級的弟子就能修，而在我的弟子當中，也就有人能修這個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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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道損減增益法。所以，我今天告訴你們，你們可以小覷我，你們不可以小

覷聖尊級的巨聖德，祂們能修。如果今後有機會、有因緣，哪個具備了這個

功德了，也是無限虔誠的弟子的話，我想，我喊一個聖尊來，幫你們修這個

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相信。為什麼呢？因為祂們再說，祂們也是我的

弟子嘛，畢竟跟我學法嘛。當然，我指的不是學這個法啊，我不懂這個法，

但我懂修行的法，是學成就解脫、學無私利他、學《解脫大手印》的實際行

持。所以說，大家好好地修行，佛法絕不是誰說他的是正法就叫正法了，說

他自己的法如何天上有地下無，那就真正地如實所說了，不是，不要相信！

尤其現在這個末法時期，整個佛法亂成了一鍋粥，假法師、假活佛都會講一

套，甚至是一派宗師的大法王，都不能確定他就不是假佛法，在末法時期，

無奇不有，我說句肺腑之言，你看，多少大法王、多少一派宗派的法王、頂

頭大宗師，到最後沒有成就，什麼原因？這就說明他的法已經變質了、有問

題了，而這種人也是大有人在的。無論多大的傳承、宗派，切不可只信他的

理論，我們從歷史，也就是說佛史上看，基本上佛教的高僧大德們，他們都

知道，俄然巴格西學問是最高的，在佛教理論上來說，其次是拉然巴格西，

再其次是格西，那麼，無論是俄然巴格西，還是拉然巴格西，雖然學問理論

一大堆，結果照常是凡體，脫不了胎，沒有聖體質聖體力的相當的多，因此

我們不能只迷執於理論這單方面，如果迷執於理論，那就最有可能容易上當

受騙，而真正的把理論的東西明白了，要相信的話，就要實實在在地看實踐，

就要印證菩提道損減增益這部法到底是真是假。 

我今天還要提醒大家一個很重要、很值得注意的，因為剛才講到了這個

擇決——菩提道損減增益法的擇決，可能很多佛弟子都會誤認為這是針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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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金剛法、或者是某種密乘的法、灌頂的法，不對！如果有這樣的認為，你

們就錯了。這個菩提道損減增益法，是針對所有的修行學佛的佛教徒，你進

步了，還是後退了，下降到三惡道？還是今後要取得成就，向佛國的佛度前

進了？能了生脫死了，增益了？總之，是你在修行的道上所取得是進步，還

是落後？你學到的法是真還是假？這裡面包括不管你是哪一宗，無論你是唯

識法相、華嚴、賢首、雲門、曹洞，無論你是禪宗，還是密宗，祂不分的，

祂只管佛教徒的修行人，唸佛也好，參禪也好，你止觀、唯識等等，你修行

證道的境界是進益還是後退，你的行持進益後退，都一概為菩提道。所謂的

菩提道，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證道，因此，這個菩提道損減增益，就是說

你證的道到底是墮下還是上升？到底是走向佛土，還是走向三惡道？祂主要

是看你這方面的進步與落後，因此，菩提道損減增益法是沒有宗派，而是

只針對學佛修行者，任何一個宗派的學佛修行者取得的成就、是否是實

在的前進，或是否是錯了、偏門了、邪門了、掉墮了，主要是這個，非

常的重要。 

那對於那些所謂的成就者，自己認為了不起了，自己是聖者了，弟子吹

他是聖人了，一修菩提道損減增益法，馬上就可以看出他是聖是凡，輕輕就

看出來，所以有很多為師之人，當上師的，當所謂大活佛的、大法王的，他

們自己修不了，而自己根本就不敢請求修菩提道損減增益法，因為這個一修

就會曝光的。這就跟拿杵上座是一個道理，你拿不動就是拿不動，你再說得

如何厲害，你也是凡夫體質體力，而不是聖體質聖體力，這個就叫真理。佛

法決不能隨隨便便相信誰說的“哎喲，我這個法了不得啊，一唸佛就往升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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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啦”、“我這個法了不得啊，我一修破瓦就走啦”，我告訴你們，騙三歲的

小孩可以，騙稍微有頭腦的人就騙不了了。佛法要講貨真價實，要講驗證，

就剛才說到的，菩提道損減增益法，弟子自己拿菩提丸來供上，點數十顆，

你說為啥要十顆？他有個法度的。那麼，他自己供上，這個執法巨聖師和法

師活佛們在遠處修法，不能接近他數的菩提丸，而菩提丸再由這個弟子修完

法後，自己看，他點數的清清楚楚的，損減了？增益了？這是一清二楚、一

條一款的，一看就知道，到底損減還是增益了。而且，修了菩提道損減增益

法的這個菩提丸，加持力是非常的強大，吃了以後是各方面多元化地強盛加

持。一般來說，自己修的是自己受用，是不能拿給沒有修過的人去用的。法

雖然給你們說了，可是要遇上這個菩提道損減增益法的這麼樣一種因緣、

殊勝的這樣的灌頂的話，是十分難的，非常的難！但也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你絕對純淨的虔誠了，真心真意地依止三業於佛法了，那就太容易

了！！！就這麼簡單。所以今天給大家講的這個關於金剛法，祂要通過印證

才曉得這麼多法裡頭，哪些是真正的真鎧貨，哪些是假的，那個沒有經過印

證是不行的。可是，印證擇決的法呢，還有很多了，有些是自印證囉，當然，

自印證就不同了。你說“我不通過這個印證，我要通過自印證。”自印證可以呀，

那你就要“送菩薩一表”啊，你能把那個送表，讓那個菩薩親自在你面前，把這

個表拿走，大家看到，那這個也上算。或者，你要修“隔石建壇”，隔個石頭，

在上面畫壇城，而一口氣一吹，彩砂築在石頭上面的壇城穿石而過，壇城下

去。你有這個道力嗎？你能當著大家的面前，現量伏藏，取出藏物，也是具

備了大聖者資質的。男性的佛弟子，直接拿杵上座，能達到上超段位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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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那也是無話可說的聖者。當然還有金剛柱擇決，還有馬頭明王水壇珠

卦法擇決，那就同樣是一樣的等級，可是那些東西啊，是很厲害，實質上也

不低於菩提道損減增益法，但是祂沒有這個直截了當，因為這個菩提道損減

增益法是最直截了當的、最一針見血、最不麻煩，而又最精細、最明確。至

於金剛陣、八風大陣，那不用說是十分威猛厲害，也就是說力量強大無比，

但布陣的儀軌繁瑣得不得了，不直截了當，而是用於聖考段位，不適用常人

菩提行持在修法上的損減增益，也就是說不夠細分。我再給大家提醒一下，

切記要注意，不要輕易地相信任何說空洞理論的故事，無論他是什麼了不起

的宗派，你都得小心，無論是哪一派的大法王、大宗師、大格西，我們都要

見他的真鋼！我在這裡舉一個最實際的例子給大家聽，一直到了今天，無論

是哪個大活佛、大法王、大宗師，他們就是沒有一個人把這個五百萬美金拿

走了的，更別想拿走兩千萬美金的這個懸賞。為什麼？這說明了一個什麼呢？

是說明沒有真正的金剛法，沒有修成金剛力，沒有修成金剛體質體力！最後，

還是那句話：有很多人都擔心了，我們修什麼法才好呢？說心裡話，擔心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不要擔心，我們不要好高騖遠地聽一些空洞名詞，我

們要實實在在地修真正的法。比如“金剛瑜伽圓滿法”精修儀軌、綠度母法的精

修儀軌，以及我傳過的佛陀的法、其祂菩薩的法，包括有些金剛手這些的法，

都是符合真正的聖法的正確的法本，完全是正確的儀軌，另外還有我傳過的

財神法和護法法，一般都是經過聖擇決的，菩提道損減增益法是鑑定過的，

是好法，能讓修行者如法地成就解脫。千萬記住，非常重要的一點，這些

法的前行，最好、最精闢的就是《解脫大手印》的前行修法，很重要！！！

當然，你說我還是想要修好法，修其它的什麼金剛法、修其它的什麼勝義性



pg. 18 
 

的，不錯，那是可以的，你只要真誠、虔誠，一定能得到這個機會，受到勝

義內密灌頂，甚至於境行灌頂的學法都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虔誠者，那不叫

有可能，那是絕對有把握拿到的。 

所以今天的說法呢，我就不多說了，一切法都得要通過印證擇決來看，

才能知道好壞，自己走向了成就解脫的路、前進了，還是沒有前進、倒退了，

自己學的法或者是不行了，或者學到不好的法了，今生不能成就的，那通過

菩提道損減增益法，就能一清二楚了。並且，一經過擇決以後，就會查出損

減增益的原因是啥子，查出這個損減增益的原因是什麼以後呢，就好辦

了，馬上就懺悔，比如說我損減了什麼，是啥子原因？什麼錯誤？什麼

罪性造成的？我就懺悔，懺悔，徹底地改正，這個時候再補我們的增益

的修持法、增益的行持，加上菩提丸這麼一吃，就會開始增益了，就會

在菩提道上前進，就會增長道行，最終成就解脫，進入佛土了。 

好，今天的法呢，就說到這裡了。 

（莫知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說：I am so grateful to the kindness of Namo 

Your Holiness Dorje Chang Buddha III! Thank You, my beneficent Buddha Mast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opening the door to the supreme true Buddha Dharma today 
for us Buddhist disciples. This is actually the Invincible Vajra Dharma! This Dharma is 
more than sufficient for enabling living beings to become liberated!I am so extremely 

grateful! I am so grateful!） 

（莫知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說的中文翻譯：我非常感恩南無第三世多

杰羌佛！非常感謝佛陀恩師今天能為我們佛弟子開啟無上正法之門，這才是

真正的無敵金剛，眾生解脫有餘了！我無限地感恩，太感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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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說完了這部法，我們要另外告知大家的是，對其中

的這個“菩提道損減增益擇決法”，除了申請擇決的佛教徒當事人，在法台上自

己點數菩提丸、自己上供、自己查看，而主壇的巨聖德和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法台、不能接觸菩提丸，只能在遠處修法。但被擇決的當事人如願意，可以

在四眾面前當眾點數印證，這樣能加持四眾親感釋迦佛陀菩提正道的聖量法

味，如是則可增益在場大眾的修行信心行為。這種公開性的修，對擇決的當

事人，不但不犯戒，反而功德更大。 


